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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符晓虹）省
气象局 1 月 12 日 17 时 20 分继续发布寒冷三
级预警，受强冷空气影响，本岛将出现持续
低温天气过程，12日夜间，海口、澄迈、定安、

临高、琼中、五指山、白沙、儋州、文昌、昌江、
琼海、屯昌、乐东、万宁、保亭、陵水、三亚 17
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7℃及以下的最低气
温，其中五指山、琼中、白沙 3 个市县的高山

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3℃以下；东方市的部
分乡镇出现10℃及以下的最低气温。

海口市气象台 1 月 12 日 17 时发布未来
3 天天气预报，12 日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

市区气温 6~15℃，乡镇气温 4~17℃，东北风
3~4 级，近海海面 5 级，阵风 7 级；14 日（星期

四），多云，气温 11~20℃；15 日（星期五），阴
天间多云，早晚有轻雾，气温 13~21℃。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袁迎蕾 符
晓虹）近期一张“五指山隧道下雪”照片在
网络上疯狂发酵，海南省气象部门已就此
辟谣，但网友对于“海南可曾下过雪”“海南
近期是否会下雪”等疑问热度不减，省气象
局相关专家就此向公众答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可曾下过

雪？各市县最低气温极值如何？

省气候中心副主任吴慧表示，自 1951
年以来，海南没有观测到下雪天气现象，但
当地面气温较低时有时会出现结冰或结霜
现象，其中全省先后共有 3 个市县观测到 6
次出现结冰现象（白沙 1963 年 1 月 15 日、16

日、27 日、28 日，琼中 1974 年 1 月 2 日，儋州

1955 年 1 月 11 日）。
根据海南省国家气象观测站的历史资

料统计，海南岛各地年极端最低气温在-
1.4～6.2℃之间，呈中间低四周高的分布，北
部低于南部。以白沙最低，为-1.4℃（1963

年 1 月 15 日），五指山和琼中次低为 0.1℃
（1974年 1月 2日），儋州出现过 0.4℃（1955

年 1月 11日）；东南部的万宁较高，为 6.2℃
（1963年 1月 15日）；昌江、屯昌、文昌、三亚
和陵水等地 3.0～6.0℃；其余地区为 1.0～
3.0℃。永兴岛年极端最低气温达 15.3℃。
除昌江和文昌的年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 12
月外，其余地区均出现在 1 月。

.本次强冷空气影响如何，海南是

否会下雪？

省气象台副台长张春花介绍，受强冷
空气影响，2021 年 1 月 7 日 8 时至 12 日 8 时，
全岛 18 个市县共有 198 个乡镇（区）最低温
度低于 10℃，其中，五指山、琼中、屯昌、儋
州、白沙、澄迈、定安、临高、海口、昌江、文
昌、琼海和万宁 13 个市县共有 100 个乡镇

（区）最低温度低于 7℃，五指山、琼中、屯昌
和儋州 4 个市县共有 8 个乡镇（区）最低温
度低于 5℃，最低为五指山市阿陀岭 0.6℃。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勋表示，从当
前的天气温湿廓线来看，海南是达不到降
雪的标准的，要能下雪首先要能出现降雨，
且 850hPa 的高空出现-4℃的温度等值线，
相当于雨雪分界线，即需要具备雨转雪的
大气条件；此外，地表温度要足够低，固态
降水也就是降雪下落到地表过程中能保持
相态。而此次强降温过程，天气形势并不
具备降雪条件。五指山、琼中、白沙 3 个市
县海拔较高的山顶地区有可能会出现结霜
现象。

.本次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最低值

出现在12日夜间？具体情况如何？

据李勋介绍，12 日夜间受晴空辐射影
响，海南岛的西部内陆和中部山区等高海
拔地区，最低气温可能还会比 11 日有所下
降。

据省气象台预计，13 日起，我省各地气
温将逐渐回升。

海南可曾下过雪？海南近期是否会下雪？省气象局专家答疑

达不到降雪标准

本报讯（记者侯阳）记者从省应急管理
厅获悉，1 月 11 日 20 时起，省减灾委员会办
公室启动寒冷预警响应。这是我省应急机
构改革以来，首次启动寒冷预警响应。

该寒冷预警响应要求各单位落实我省
有关通知要求；摸清建档立卡户、低保户、
妇女儿童、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众防寒御寒
情况；强化救灾物资保障工作，简化调拨流
程，快速将救灾物资发放到需要救助的困
难群众手中；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根据天气

情况落实应对措施，做到精准施策；做好寒
冷期间用电用火防范工作，特别是要加强
取暖设备的用电安全，预防火灾发生，确保
安全；强化灾情报送。

1 月 6 日下午，我省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防寒御寒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低温
寒冷等气象灾害的影响及危害。

1 月 8 日，省减灾办（省应急管理厅）再
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各单位，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做好当前防寒御寒工作；抓好防寒御寒

措施落实，加大防寒御寒物资保障力度，做
好受影响困难群众特别是孤寡老人、妇女儿
童等弱势群体的防寒保暖工作；密切关注低
温寒冷天气对百姓农业生产、渔业养殖等各
方面各环节的影响；充分结合过去防寒御寒
经验和实际，探索建立寒冷和高温干旱气象
灾害防御工作的长效机制。

截至 1 月 11 日，全省累计向困难群众
发放 13718 床棉被，10355 件棉衣，3388 条毛
毯等一批应急物资。

省减灾办启动寒冷预警响应
向困难群众发放13718床棉被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吴清花）
“我们从外地过来办企业很方便，可以直接
通过网上向海关申请备案，无需到窗口，结
果也可以通过网上打印。”近日，粤信（海

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古先生刚
刚通过电话咨询海关，并很快办完企业注册
登记。

据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海口海关驻省政务服务中心
审批办办件量快速增长，2020 年共办理海关
行政审批、其他政务服务业务 10599 件，同比
增长 186%；其中，企业注册登记 1998 家，同
比增长 79.8%，报关员备案、承运境内海关监
管货物的运输企业、车辆注册登记审批等业
务办理量均有显著增长。

据介绍，海口海关不断深化“放管服”改
革，持续推进“不见面审批”，积极参与海南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政务
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同时，着
力理顺群众办事的难点和堵点，梳理规范办
事指南及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实现
数据共享核查资格条件、信息化手段简化验

核程序、办理结果快递邮寄送达等便利化措
施，对于具备申报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允许容
缺办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水平。

此外，海口海关还上线了海关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让企业和群众对办件效果进
行评价，2020 年全年办件好评率为 100%。

海口海关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不见面审批”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窗通办”

海口海关驻省政务服务中心审批办关员解答企业咨询海口海关驻省政务服务中心审批办关员解答企业咨询 通讯员陈慧祎 摄

白沙消防开展执法公开述职述廉

向社会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张昌琼）1 月 11 日上午，白
沙黎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在该大队开展执法公开述职述
廉大会。这次述职述廉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大队邀请 50 余
名社会单位代表参加，向社会开展消防执法公开述职述廉，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述职述廉会上，该大队有关负责人通报 2020 年全年的
监督执法及接警出动情况并向与会代表作出廉洁执法公开
承诺。全体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就各自工作热情服务、监督执
法、火灾调查、宣传教育和廉洁高效等方面向与会代表作了
述职述廉报告，同时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进行量化测评。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1 月 12 日，记者从
海口市教育局获悉，海口 73 所公办幼儿首次
开展春季招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报名通
过后可于 2021 年春季入学。

据悉，此次启动春招的幼儿园共有 73
所，除市属海口市中心幼儿园长滨分园，海
口 各 区 也 有 部 分 公 办 幼 儿 园 将 在 春 季 招
生。其中，秀英区有 15 所，共提供学位 983
个；龙华区有 9 所，共提供学位 747 个；琼山
区有 33 所，共提供学位共 2538 个；美兰区有
15 所，共提供学位 1500 个。

据了解，招生条件与 2020 年秋季招生条
件一致。在年龄方面：小班要求报名幼儿于
2016年9月1日—2017年8月31日期间出生；
中班要求报名幼儿于 2015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大班要求报名幼儿于
2014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
生。“海口市的公办园提前启动春季招生，这
是第一次。”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有关负
责人介绍，过去海口市公办园学位相对紧俏，
一般按常规进行秋季招生，从“等人上门”变
为“主动招生”，一是因为 2020 年海口市学前

教育发展带来了公办园数量和公办学前教育
学位的增加，二是因为疫情和办学手续等进
度问题导致的延迟开学而带来的生源流失。

2020 年，海口市通过回收、租赁等渠道，
将公办园数量从 59 所增至 172 所，新增学前
教育公办学位 4.2 万个，公办总学位达到 5.7
万个，所有幼儿园都参与了线上摇号。但因
部分幼儿园延迟开学，原本摇到号的学生转
入其他幼儿园。目前，尚有学位的幼儿园自
主公布招生公告，有需要的家长可关注各园
招生信息进行报名。

海口73公办幼儿园首次春季招生
符合条件适龄幼儿报名通过后可于2021年春季入学

海口大同街道做好应
对寒冷天气送温暖

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1

月12日，海口市大同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
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开展防寒保暖慰问。

当天，大同街道有关负责人对辖区
内的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开展防寒保暖
慰问，向他们传达此次强冷空气有关信
息，并嘱咐他们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

海口环境监察局检查医
院要求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潘毅）1

月 11 日，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对省中医院和
海口市人民医院进行检查，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全力支持保障。

经检查，两家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均
运转正常，并在疫情期间针对污水站管理
上安排人员轮流值班，确保了污水站正常
运行。省中医院 1 月份以来产生感染性医
疗废物 3206.3 公斤，损伤性医疗废物 349.5
公斤。海口市人民医院 1 月份产生感染性
医疗废物 20996 公斤，损伤性医疗废 554.7
公斤，其他废物 23 公斤。从 1 月 1 日至 1
月 11 日，以上医疗废物全部按要求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置。

该局执法人员要求两家医院必须要
确保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转，加强医疗废
物尤其是感染性医疗废物的管控，防治措
施做到位，与医疗废物处置公司做好交
接，按要求做好台账记录，做到日产日清。

海口专项整治检查市场主体
4055户次，发现违法违规经营79件

“春雷”炸响
消费者放心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近期部署开展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监管专项整治“春雷”大行动，聚焦
农贸市场和海鲜市场存在的哄抬价格、缺斤少两、欺客宰客，
以及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整治，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此次“春雷”大行动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据统计，截至 1 月 12 日，自开展“春雷行动”以来，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共检查市场主体 4055 户次，发现涉嫌存在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79 件。通过市政府 12345 热线和全国
12315 平台共接收投诉举报 4072 件，已办结 2947 件，办结率
72.37%，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6.07 万元。

海口美兰区再部署做
好困难群众防寒防御

摸排特殊群体
不留死角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陈尾
娇）1 月 12 日，海口市美兰区召开会议再
部署再落实寒冷低温天气防御工作，做
好困难群众防寒防御工作。

会 议 强 调 ，要 高 度 重 视 困 难 群 众
防寒工作，有关单位要再次对辖区低
保对象、分散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
庭、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
儿、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及流浪乞讨人
员等特殊群体排查摸底，做到不留死
角，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对于排查中
发现防寒保暖存在困难的群众，可根
据需要采取直接发放棉衣、棉被等防
寒保暖物资或发放临时救助金的形式
给予救助，切不可出现一例因寒冷受
冻的人员；要做好临时救助事后公示，
确保程序合规；要切实加强流浪乞讨人
员巡查工作，尽量劝离露天场所，根据
实际需要及时发放防寒物资，做到早发
现早救助；要重点关注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情况，确保群众安稳过冬。

海口市场监管局检查药店落实
疫情防控情况

未落实“扫码购药”

一药店被整改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黄莉 林学敏）近日，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分局对辖区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开展了监督检查，切实抓好海口市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充
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月 9 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各监管所对
辖区零售药店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当天，龙华
分局共检查 85 家零售药店。检查发现，个别药店没有落实
张贴温馨提示、落实进店测体温等措施，已现场要求整改落
实，其他绝大部分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工作总体良好。

1 月 10 日，美兰分局药械化科全体人员分两组对辖区零
售药店疫情防控进行监督检查。经检查发现，蓝天路一家药
店存在没有落实“扫码购药”制度，防控宣传、防护措施不到
位，店内没有对经营区域等群众密切接触部位进行消毒等问
题。对于存在问题，执法人员已要求药店负责人立即整改，
并将要求传达到了该药店连锁总店经理。同时，该局协调辖
区监督所工作人员紧盯该店落实限期整改。据统计，该局当
天共检查 18 家零售药店。

琼中吊罗山乡宣传农产
品生产流通领域整治

引导群众
揭发检举线索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叶彩云）1

月8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
积极开展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专项整治

“百日行动”宣传活动，全力维护辖区社会
稳定秩序，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生活环境。

当天，该乡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在人员
密集场所通过挂横幅、发传单、现场讲解
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
人员对宣传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向群众
宣传打击治理涉及“菜霸”“渔霸”“果霸”
等垄断市场违法行为的有关常识工作的
态度和决心，鼓励引导群众积极踊跃揭发
检举“菜霸”“渔霸”“果霸”等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线索。

海口秀英区民政局通告要求做
好疫情防控

发热等人员暂不允许
进入婚姻登记大厅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 月 12 日，海口市秀英区民政局发

布关于民政服务机构（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告表示，
为避免人员聚集，该局鼓励继续采取视频、电话以及线上访问
等非直接接触的方式开展探视、助老、慰问等活动。出现发热
等不适症状的人员，暂不允许到婚姻登记大厅办理业务。

通告要求，养老服务机构严格管控院区人员出入，避免
人员聚集，鼓励非直接接触式探望、慰问等活动。养老服务
机构限制有 14 天内有境外国家、地区旅居史或入境回国人
员接触史；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相关人员接触
史；14 天内有新冠肺炎确诊、疑似或其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
发热（体温≥37.3℃）；乏力、干咳、流涕、腹泻等相关情况人
员出入院内。养老机构所有人员，采取“混检”方式，每月检
测核酸 1 次。新进人员采取“单检”方式，逢进必检。

通告要求，养老机构强化安全管理和做好物资储备工
作。做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流行疾病、食品安全、防火安全
和人员管理等各项工作，消除引发疫情的各种隐患；加强医
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管理，为防控工
作提供充足的医疗物资保障。按规定储备老年人、儿童及员
工生活物资，避免采购进口冷冻海鲜、肉类，对物品实行严格
消毒，避免病源输入风险，确保生活正常有序。

该局要求，在婚姻登记处门口设疫情防控检测点，办事
群众必须经工作人员核验，体温检测正常、规范佩戴口罩、健
康码核验后方可进入办事大厅。出现体温超过 37.3℃、发
热、咳嗽、健康码非“绿码”等不适症状的人员，暂不允许进入
大厅办理业务。

同时，婚姻登记处实行现场分批分流和即办即走管理。
婚姻登记大厅加强现场防控，若遇人员较密集时，按照现场
工作人员引导，采取设置群众等候区、专人分流疏导、分批分
时段等方式有序引导依次办理业务。为控制人员密度，有效
减少人员聚集，同一时间段内厅的办事群众原则上不超 10
人；前来现场办理业务的群众，要严格遵循“一事一人”的办
事原则，无关人员请勿陪同；已成功排队取号的办事群众，分
散间隔就座，按照叫号顺序依次办理，人与人之间保持 1 米
以上安全距离；事项办理随办随走、不得停留。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

3市县高山地区最低3℃以下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