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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巍）11 月 20 日，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正式启幕。海口主会场和五大
分会场将推出集文化、旅游、赛事、节庆于一体
的欢乐盛宴。活动时间将持续至12月31日。

据了解，今年欢乐节设置海口主会场和

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五大分会场。
在这场为期 40 余天的年终欢乐盛宴，将通过
精心筹备的 17 项主要活动、170 余项配套活
动掀起海岛旅游消费新热潮。

据介绍，今年的欢乐节推出了包括开幕

式在内的 17 项主要活动，具体为 2020 年（第

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暨
文艺演出、“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以
及 2020 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
会、2020 年（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

会暨 2020 年中国旅游美食大赛和 2020 年海
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三大展会等。同时，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也将与欢乐节同
期举办。主题月活动将从 11 月 20 日持续到
12 月 31 日。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萌）11 月 1
日至 11 月 18 日，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根
据工作部署，主动联合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充分依托“路长制”警务机制，实行多部
门强化巡逻管控，综合治理，全力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

整治行动中，路管员结合日常工作实
际，加大对动车站、汽车站、人民南路、永安
路、琼西路延长线等三轮电动车出行密集路
段采取定点设卡和流动巡逻的方式，进行严
格检查，重点查处非法营运、逆道行驶、闯
红灯、不戴安全头盔、不按道行驶，杜绝三
轮电动车上路行驶等违法行为，并现场面对
面讲解驾驶三轮电动车营运的危害性，最大
限度地消除各环节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保障
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彻底改变全市交通
秩序混乱的现象。期间，路管员共查处非法
营运三轮电动车 28 辆。

下一步，路管员将依据相关规定，继续
依法严查严处三轮电动车非法拉客等交通
违法行为，保持严打严管态势。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11
月 19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路长
制”勤务机制，组织高速巡逻组走进南弘搅
拌站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期间，民警对搅拌站的车辆安全台账、
GPS 监管状况、驾驶员日常安全教育工作进
行检查，要求各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做好安全管理台账和一车一驾驶员一个
档案的要求，落实安全管理会议、安全教育
工作的开展，对车辆的年审、报废、交通违法
未处理等情况也要及时进行处理。检查人员
对搅拌运输车、泥头车、渣土车进行现场抽
查，对车辆的反光标识、后下部防撞护栏、行
车警示灯、车辆号牌污损、车辆灭火器、车辆

前后死角后视镜、轮胎、GPS 和行车记录仪的
规范安装和使用等进行详细的检查，对发现
存在问题的车辆，要求企业当场落实整改，
加强车辆日常安全维护，杜绝车辆“带病”运
行。并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教育驾驶员在平时
行车过程中不要出现超速驾驶、疲劳驾驶、
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儋州交警督促搅拌站负责人落实生产责任制

杜绝车辆“带病”运行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1 月 19 日，记者从
省发改委获悉，自 11 月 20 日零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 150 元
和 145 元。省发改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调
整后的 92 号汽油 6.67 元/升，95 号汽油 7.07

元/升。
据了解，我省油价上调后，89 号汽油

6.18 元/升 ，上 调 0.11 元/升 ；92 号 汽 油 6.67
元/升，上调 0.12 元/升；95 号汽油 7.07 元/升，
上 调 0.13 元/升 ；0 号 柴 油 5.23 元/升 ，上 调
0.12 元/升。本次油价上调后，按一般家用汽

车油箱 50 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较
上一次将多花 6 元。

同时，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为 4.17 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5.80 元/公

斤）。

我省油价今起上调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2元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记者从
海口市龙华区了解到，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文化馆、图书馆（以下简称“一中心两

馆”）开馆仪式近日在三叶西路举行，标志着龙
华区“一中心两馆”正式投入运营使用。

据悉，龙华区“一中心两馆”占地面积
65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89 万平方米。

“一中心两馆”启用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文化馆、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站、妇女儿

童之家、候鸟人才工作站、大社区服务中心
联动互通，将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后花
园，并且将常态化开展演出、展览、讲座、影
视、健身、阅读、培训等多个类型的免费开放
服务内容。

目前，图书馆现有藏书约 23 万册。24 小
时智慧书屋首创采用全智能书架，导航查
询、刷脸借阅、放架即还，服务高效、操作便
捷。

值得一提的是，“3D 实景赛车绕市区”这
项体验，3 辆卡丁车模样的赛车免费供市民
游客体验，模拟开车的形式，实景体验从海
口钟楼到海口万绿园的 3 公里沿途风光，感
受风景怡人的鸟语花香。此外，龙华区图书
馆还为群众提供了人脸识别、无押金自助借
还、无线 WIFI 全覆盖、场馆信息实时公告等
多种黑科技服务功能，让市民朋友感受全新
的数字化便利。

海口龙华区“一中心两馆”投入使用

市民可免费体验“3D实景赛车”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秦娇）第四
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于 11 月 13 日—
15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口农商银
行作为本次参展商之一，携带社会保障卡等
众多金融产品精彩亮相，围绕健康主题向展
会现场的市民普及社会保障卡知识。

展会现场，海口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围
绕便捷的电子社会保障卡业务开展推介活
动，使普惠金融产品惠及更多市民。据了
解，电子社会保障卡是实体电子保障卡的线

上形态，是线上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电子凭
证和结算工具，具有身份认证、自助查询、一
网通办等功能。

海口农商银行作为海南省社会保障卡的
发卡金融机构之一，一直致力于扎实做好社
会保障卡的推广普及工作。目前，海南省社
会保障卡已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就医结
算、社保待遇发放、海南省户籍落户、公积金
提取、财政惠民补贴资金发放、旅游消费、公
交出行、政务服务、图书借阅等应用。

“市民只需凭借海南省社会保障卡即可
享受在图书馆免押金借阅书籍、在医院挂号
等便民服务。”海口农商银行资金业务部工
作人员介绍，社会保障卡作为在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结算和全国异地就医结算的凭证，可
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等全省 192 家定点医疗机
构凭社会保障卡办理就医结算业务。下一
步，社会保障卡还将拓展至酒店住宿登记、
志愿服务、校园服务、商务消费优惠、人才

“一站式”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应用。

海口农商银行推广社保卡
多个金融产品亮相海南健博会

琼中税务局深入多家企
业宣传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

为纳税人敲响警钟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为进一步促进

青年文明号的工作，提升青年人的组织
力、引领力、服务力，营造“褒扬诚信、惩
戒失信”的社会氛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添砖加瓦。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税务局青年文明号开展了一系列税法宣
传活动。

活动期间，青年文明号成员深入多
家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
人和财务人员开展面对面的交谈向企业
宣传税收知识和税收违法“黑名单”政
策，向他们问计、问需、问难，现场解答涉
税疑问，有针对性地开展纳税辅导。

该局还向企业发放“税收失信惩戒的
‘利剑’——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等宣
传手册，告知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案
件标准、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及建设路
径、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的主要内容及
方式、税收违法“黑名单”联合惩戒对象及
后果、特定严重失信人将面临的惩戒等，使
企业意识到不自觉遵守税法，将付出更高
的违法成本，时刻为纳税人敲响警钟，增强
企业经营中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

该局工作人员表示，今后琼中税务局
将继续发挥“青年文明号”的示范引领作
用，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提高青年干部的
知识储备，提升税务人员的服务技能，用
优质服务擦亮“青年文明号”的品牌。

儋州消防进高校宣传消
防安全

提升师生火灾
应急逃生能力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

肖洋）11 月 18 日下午，儋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携手海南大学林学院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进学校——共筑平安‘防火墙’”活动。

活动中，消防员携手大学生消防宣传
公益使者、大学生志愿者组织林学院 200
余名学生领取“防火手册”及具有消防宣
传意义的小礼品。

消防员现场重点讲解校园火灾防范措
施、应急逃生常识等实用知识，帮助广大师
生加深对消防安全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
一步提升广大师生火灾应急逃生能力。

100多万元物品
在景区遗失

三亚民警及时帮游客找回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刘武军 通讯员冯谋瑞 肖俊华）
“一心一意为人民，感谢人民好警察。”11 月 19 日，游客李女
士将一面锦旗送到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三亚支队亚龙湾
派出所民警手中，对该派出所民警帮助寻回遗失价值百万余
元物品表示感谢。

11 月 14 日 14 时许，亚龙湾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景区沙滩遗失一个挎包，内有钻戒、手表、手镯等贵重物
品，希望民警帮助查找。接警后，民警在亚龙湾某酒店沙滩
吧见到了失主李女士（女，24岁）及其家人。惊魂未定的李
女士哭泣称，遗失的挎包内有钻戒、手表、手镯等贵重物品，
价值约 100 多万元。

得知情况后，民警一边安抚失主情绪，一边了解现场情
况，通过调取事发周边监控，在售票处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发
现了李女士丢失的某品牌挎包，挎包里的价值 70 万元钻戒、
17 万元手镯、16 万元手表、5 万元项链等贵重物品均原封未
动。

据李女士介绍，他们因为老家房子装修所以就把陪嫁的
贵重首饰都带在身边，没有想到差点丢失。看着贵重物品失
而复得，李女士喜极而泣，握住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一游客在三亚突发心脏病晕倒

警民撑伞为其遮阳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刘武军 通讯员代龙超 冯谋瑞 贾
树康）11 月 18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三亚支队红
沙派出所获悉，该派出所联合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救生员和群众在三亚大东海景区救助一名突发心脏病游客，
上演了暖心的一幕。

据悉，11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红沙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三亚大东海景区沙滩有游客晕倒，需要救助。
接警后，红沙派出所大东海警务室警长黄超火速带领黄波等
民警赶赴现场，发现沙滩上躺着一名面色惨白、呼吸不畅、意
识模糊的男子。发现情况后，黄超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维护现场秩序，同时联合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专业
救生员和群众对该游客进行前期应急救助，并和家属、群众
轮流撑伞为患者遮挡阳光，有的群众还主动前来送伞并撑
伞。救护车赶到后，民警配合景区救生员、患者家属及朋友、
群众将患者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作进一步救治。

据患者家属介绍，该名男子患有多年的心脏病，当天在
三亚大东海景区沙滩游玩时突发心脏病，幸亏执勤民警和景
区救生员、群众及时救助，这才为患者急救争取了宝贵时
间。目前，该名患病游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游客突发疾病晕倒游客突发疾病晕倒，，警民联动及时救助警民联动及时救助

一乘客候车时发病
万宁民警紧急救助获赞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刘为明）11 月 18 日，一女乘客
在万宁动车站 4 号站台候车时抑郁症发作情绪不稳定，万宁
车站派出所民警成功对其开展救助。

据悉，当天民警到达现场后，迅速向站台上接车的万宁
站客运员了解情况，原来病情发作的旅客是一吴姓女士（万

宁人，25岁），准备乘坐动车前往海口，在站台候车时突发病
情，一直攥着拳头哭泣，自言自语情绪不稳。民警第一时间
拨通了 120 急救电话，并在一旁安抚该女乘客，待其情绪稳
定后询问得知，吴某患有轻度抑郁症已多年，平时一直靠药
物治疗稳定病情，当日出门乘车匆忙忘记服用药物，加之前
段时间刚与男朋友分手失眠多日，导致候车时抑郁症发作，
现已情绪稳定不需要 120 救治，回家休养便好。随后，万宁
铁警电话联系了吴某家属并电话取消了 120 急救。

不久后，吴某的家属到达万宁站将吴某接回家，并对民
警以及万宁站客运员的紧急救助表示感谢。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今启幕
海口主会场和五大分会场将推出集文化、旅游、赛事、节庆于一体欢乐盛宴，活动持续至年底

东方“城警联动”整治电动三轮车非法营运

多部门强化巡逻管控

执法人员查处非法营运车辆执法人员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五指山税务局积极推行
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

打造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11 月 16 日，五

指山市税务局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为纳税
人警惕涉税风险敲响警钟。

当日上午，该局组织大家集中开展业
务学习，对新旧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公布
标准、信息公布内容、信用修复、案件撤出
等规定进行对比详解，让一线税源管理人
员能够深入理解新办法的内容；下午组织
干部职工前往超市、社区等公共场所，向
商家及过往行人宣传有关政策并接受相
关问题咨询，提高社会各界人士对“上了
黑名单将寸步难行”“虚开和骗税”的严重
后果及联合惩戒制度的认识。

“我局一直积极推行税收违法‘黑名
单’的落实制度，这样的活动已形成常态
化。”该局的云蕾告诉记者，我们日常以办
税服务厅为阵地，通过导税员主动向纳税
人发放“黑名单”宣传资料并解答税收违
法“黑名单”相关问题，同时利用办税服务
厅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通过微信群、税
企 QQ 群等平台，向广大纳税人及社会公
众介绍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虚开和
骗税”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及联合惩戒相
关办法。主动出击打造“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还结合打击虚开
骗税与扫黑除恶工作、增值税发票风险快
速反应专项工作相结合，税收专项整治
等，重点对虚开发票问题多发的房地产、
建筑安装等行业开展发票使用情况风险
监控，强化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预警、阻断
和管控，增强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自我规范
和自我约束的意识，并主动与工商、公安、
银行进行信息共享，对违法企业形成联合
惩戒，对违法企业及法人代表进行贷款、
高档消费、出国、乘坐飞机等方面的限制。

儋州那大当选新型
城镇化配电网示范区

建成后供电可靠性将大幅提升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马胜杰 张华）11 月
15 日，儋州那大镇被选为新型城镇化配电网示范区，纳入南
方电网公司“十四五”智能电网规划，系全省唯一入选城镇。

据悉，未来 5 年，南方电网公司将加大投资力度，按照示
范区的规划标准对那大城区进行配电网规范化建设，促进那
大城区配电网向智能电网转型升级。提高那大城区配电网
电缆化入地水平，提升安全稳定系数；优化配电网构架，提高
配电网的可转供率；提升配电自动化运行维护水平，缩小故
障停电范围，“分钟级”恢复非故障区供电；建设智能化供电
台区，故障台区实现精准定位，缩短故障停电抢修时间。

据介绍，新型城镇化配电网示范项目建成后，那大城区
年客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将由目前的 9 小时左右下降到 4 小时
以下，供电可靠性将大幅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