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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一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
员谢岛）8月17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了解到，我省目前已试点农民建

房审批“零跑动”工作。截至8月9日，儋

州市、文昌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实

现农民建房“零跑动”审批，开展34宗网

上报建审批，完成19宗宅基地批准书和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电子证照审批。

为破解农民建房报建难题，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领导带队赴浙江衢州市调

研农民建房审批“零跑动”，邀请衢州农

民建房审批“零跑动”团队来琼指导农民

建房审批“零跑动”工作，并多次实地调

研儋州市、文昌市、三亚市、陵水县、乐东

县等农房报建审批情况。

在充分调研考察省外和省内具有典

型代表性市县的基础上，7月14日，省自

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

住建厅、省大数据管理局联合印发《海南

省农民建房审批“零跑动”试点工作方

案》；8月2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海南省农民建房办

事指南》。

为提高农民建房审批效率，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组织对儋州市、海口市、文

昌市、东方市和屯昌县等试点地区开展

农民建房审批管理平台运用开展培训，

培训人数1000余人，印发农房报建零跑

动宣传手册200份。并与农房报建“零

跑动”系统平台开发技术单位召开多次

会议，会商优化简化农民建房“零跑动”

审批平台。

据统计，截至8月 9日，儋州市、文

昌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实现农民

建房“零跑动”审批，开展34宗网上报建

审批，完成19宗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的电子证照审批。

此外，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多举措

完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步

骤，缩短农民建房办理时限，设计并免

费提供一批农村住房通用图集，为农房

报建提供参考指引，实现从村民反复

跑、多头跑变成“机器跑”“数据跑”的

“零跑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
员周克和 田海录）8月16日中午12时

起，为期 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

束。记者了解到，休渔期间，海南海警

局加强南海海上执法，共查处渔业行

政案件 36 起，查获违规作业船舶 36

艘 ，涉 渔“ 三 无 ”船 舶 16 艘 ，罚 款

151800元，圆满完成了伏季休渔各项

工作。

据了解，针对南海伏季休渔时间

长、任务海域广的特点，海南海警局

采取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相结合的

勤务模式，既保证执法监管覆盖全时

全域，又确保重点海域和敏感时段得

到有效管控，确保海上见警率和案件

查处率。期间，海警舰艇按照大吨位

舰艇远海管控、小吨位舰艇近海巡查

的原则，对海上各类涉渔船舶开展拉

网式大清查。对海上作业船舶做到

逢船必检，有力维护了伏季休渔管理

秩序。

据了解，海南海警局自今年南海

伏季休渔期以来，共查处渔业行政案

件36起，查获违规作业船舶36艘，涉

渔“三无”船舶16艘，罚款151800元，

没收渔获物1887公斤，移送案件线索

8起。侦办非法捕捞水产品案18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查获涉案渔获

物25914公斤，涉案船舶24艘，涉案车

辆4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
员王少勇）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派出所

近日联合查苗派出所成功查处一起聚众

赌博案件，抓获涉赌违法行为人7名。

8月 10日 21时许，龙江派出所民

警在进行疫情防控常规性巡查中，发现

“茶里茶气”水吧一楼喝茶人员寥寥无

几，但门口却停放了十几辆电动车、摩

托车，这一细节引起了民警警觉。为不

打草惊蛇，值班民警让警务辅助人员以

喝茶的名义再次来到“茶里茶气”。在

多番查看后，警务辅助人员发现在该店

二楼某包间内竟有人聚众赌博。针对

此警情，该所领导立即带领值班民警和

多名警务辅助人员赶赴现场处置。由

于涉案人数较多，龙江派出所在查苗派

出所警力增援下，两所形成查处合力，

成功控制在场涉赌的7名违法行为人。

经询问，7名涉赌违法行为人对自己聚

众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白沙公安局对组织赌博的违

法行为人陈某光处于行政拘留14日处

罚，对其余6名涉赌违法行为人处以行

政拘留10日处罚。

无人喝茶却停多辆车，白沙龙江派出所民警水吧门口发现端倪

抓获7名涉赌违法人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李哲朋 郑建清 吕杰 骆天元）8月13

日下午，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带着锦旗

来到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向救命恩

人——海警执法员送上锦旗表示感

谢。两人8月5日在儋州市排浦镇龙港

海滩一跳伞基地参加跳伞活动，后因风

速影响落海获救。

“我们是徐宇鹏、侯园园，今日我们

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感谢贵单位海警

员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8 月 10

日，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收到一封落

海群众获救的感谢信，信中提到要寻找

曾经的救命恩人。

收到信后，海警直属第四局领导高

度重视，通过回查当日的训练情况并询

问相关人员，救人事迹才得以浮出水

面。

8月5日中午14时许，一名群众跑

到正在儋州市排浦镇龙港村龙港湾海

边训练的海警帐篷外呼救：“救命啊，

有人落水啦。”正在午休的队长朱响亮

和 3 名队员听到呼救声，瞬间跳了起

来，顺手抓起身边的救生衣飞奔出

去。顺着群众手指方向，离岸边约200

米远的海中有两个人影在扑腾，队员

边跑边穿救生衣，队长则用对讲机呼

叫后面的队员准备救生艇。跑在最前

面的张卜强和邵冲毫不犹豫的扎进海

里，拼命游向落水人员。当时风大浪

急，情况十分危急，眼看两名落水者已

扑腾到没有力气，就要被海水淹没。

张卜强和邵冲游到他们身边，并运用

熟练的救生技术将两人拽住往岸边

游，随后游过来的宋胤含一起将2人拖

上岸。上岸后，在看到落水的2人身体

并无大碍后，队员们交待好注意事项

后，转身默默离开了。

被救的2人就是徐宇鹏和侯园园，

他们当天在龙港湾跳伞，由于风向问

题，2人不慎落水，虽也会一点游泳但不

适应海浪节奏，加上身上的跳伞装备，

呛了几口海水后，一下子就体力透支，

差点命丧海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8
月16日，记者从海南省税务局获悉，

海南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集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

12 月 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 320

元。

缴费方式有五种：扫描聚合二

维码并选择相关入口缴费；微信、支

付宝的相关入口；商业银行线上渠

道，具体包括：工商银行、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及光大银行云缴

费App；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代征点通过智能POS

机、聚合二维码缴费；商业银行营业

网点柜面，可选择邮储银行、工商银

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

等。据了解，新增参保人员需先在

社保局（社保服务中心）或其指定代

征点完成参保登记，然后按照当地

税务机关提供的缴费渠道缴费。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存款到社保卡

不等于缴费。

海南城乡居民医保9月起缴费

个人缴费标准为320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海

口因台风天气造成城市内涝，多名

群众被困，急需救援，请相关单位迅

速出动！”8月16日下午，随着省消

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一声令下，来

自海口、训保支队水域救援专业力

量的248名指战员、41辆执勤车辆

迅速集结，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帆板

基地码头开展水域救援作战力量编

队实战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采取“无预案、全要

素、全过程”的形式，对海口地区水

域救援急救援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情

况进行全面检验。省消防救援总队

全勤指挥部、应急救援作战力量六

大体系同步参加演练。

省消防救援总队应急救援作

战力量六大体系评估小组，对到

场人员和装备进行了点验，并模

拟台风灾害事故现场可能出现的

道路漫水、强风过境等场景，采取

桌面推演、现场导调、随机设情的

方式，设置舟艇绕标、活饵救人、

架设横渡系统孤岛救援等实操科

目，实地考核指战员灾害现场安

全管理及救援应变能力，充分检

验参演单位应急救援作战力量体

系建设成果。

各参演人员克服酷暑转暴雨的

不利天气因素，攻坚克难，凭借过硬

的综合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完

成了演练预定操作科目。

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水域紧急救援演练

六大体系同步参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林
鸿河）洋浦公安局刑侦分局近日在

儋州市排浦镇将涉嫌电信网络诈骗

的犯罪嫌疑人蔡某抓获。

经调查发现，今年5月，蔡某为

了获利办理3张银行卡，并以每张每

月1500元的价格出租给他人用于从

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蔡某办理的3

张银行卡涉及多起网络诈骗案，涉案

金额高达100多万元。蔡某到案后，

对其提供银行卡给他人用于实施网

络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蔡某已被洋

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洋浦警方提示：出租、出借、买

卖银行卡、手机卡，将影响个人征信

甚至构成犯罪，居民应注重个人信

息保护，不要贪图小利酿成大祸，同

时也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出租银行卡供他人诈骗
一男子涉嫌电信网络诈骗被洋浦警方刑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8月

17日，海南福安集团2021年“福安

学子”金秋助学活动在海口福建大

厦举行，为来自全省59名学子发放

助学金共11.8万元。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受资助学

生代表在此发言，能够亲口对大家

说声谢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会带着爱心人士对我的期望认真

学习，走向社会，争取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现就读于海南医学院学生

黄宁作为学生代表在活动上发言。

“手里拿着这份助学金，我感觉沉甸

甸，我希望将来能通过我的努力，把

这个爱心棒接下来，好好回报福安

集团、社会对我们的关爱。”现就读

于海南师范学院的林欣在活动上

说。

福安集团董事长连式林表示，

福安集团“福安学子”金秋助学活动

从2007年开始到今年共举办了15

年，从未间断，以后也会一直持续下

去。每年资助每个贫困学生 2000

元，资助四年直至毕业，每人共计

8000元。希望通过福安集团这份微

薄之力，帮助、鼓励学子们努力完成

学业，让他们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切

身融入公益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

当天下午，由省人大常委会民

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办，海南福安

集团出资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心助

学活动同时在海口福建大厦举行，

现场资助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 39

名，每年资助每个贫困学生 2000

元，共计资助资金7.8万元。

海南福安集团2021年爱心助学活动启动

资助98位学子19.6万元

破解农民建房报建难题 我省试点审批“零跑动”

多头跑变“机器跑”“数据跑”

海口美兰区人社局组织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陈思羽 陈尾娇）8月 17日，海口市

美兰区人社局组织业务骨干到新埠街

道开展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工作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更好地为被

征地农民提供准确、高效、便捷的服

务，助推征地拆迁“堵点”问题加快解

决。

乐东交警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太东）8月

16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交警深入辖区永

明村、红水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交警结合农村地区交通

事故典型案例，采取以案说法的宣传

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农用车驾驶人

细致讲解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客货混

载、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的

危害后果，警示教育驾驶人切实提升

遵法守法意识，防范和减少交通事故

发生。

乐东消防救援被困司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

程俊荐）8月 16日 22时 15分，乐东黎

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

群众报警：位于乐东县九所镇中灶村

发生车祸有一司机被困。接到报警

后，乐东消防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抱由

消防站2辆消防车11名指战员赶赴现

场成功处置。

当天23时10分，抱由消防救援站

消防员到达现场。现场一辆面包车和

一辆混凝土车相撞，面包车司机被

困。23时40分，被困司机被救出。

海口秀英区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赟 通讯员

陈创淼）8月16日，海口市秀英区组织

志愿者到业里村开展“护航自贸港 禁

毒在行动”毒品预防进村居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群众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普及禁毒知识，并告诫大家

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增强抵御毒品

的能力。

东方网格员协助入户核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为进一

步提高困难家庭低保工作规范化管

理，准确了解低保户家庭实际情况，8

月16日，东方市大田镇报白村网格员

协助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走访低保家

庭，开展低保户年度信息核查工作。

在入户核查过程中，网格员协助

民政局工作人员对低保户家庭实际情

况进行详细调查，核对成员情况、住房

情况、健康情况、收入情况以及就业情

况等信息。

一司机被困获消防救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8月17

日 8时 27分，北师大万宁附中往北坡

方向一辆拖拉机和一辆垃圾运输车迎

面相撞，导致垃圾运输车司机被困在

驾驶室内无法动弹，万宁消防救援大

队紧急出动成功救援。

万宁交警严查交通违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晓晖 孙新

武）8月13日至15日，万宁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依托“路长制”勤务机制，

联合派出所、特警在辖区内组织开展

酒驾醉驾周末夜查集中统一行动。

行动中，执勤路管员在城区及各

乡镇重点路段和路口设置执勤检查

点，对过往车辆进行逐车检查。

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350人次、

警车 216辆次，共检查各类过往车辆

2024 辆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65 起。

海南海警局完成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海上执法

查处渔业行政案件36起

两年轻人跳伞时因风速影响落入海中

海警执法员海上救人不留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宁悦 通
讯员胡蓉）为深刻吸取甘肃“ 7.26”

重大事故及近期较大事故教训，防

范客货运重点车辆安全风险，省交

警总队决定，8月17日起至10月底，

组织开展重点车辆交通安全集中整

治行动。

据介绍，行动集中整治公路客

车、旅游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货车、

面包车（以下简称“两客 一危 一货

一面”）等重点车辆存在的突出安全

隐患，集中查处重点车辆“超速、超

员、超载和“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 ，集中警示教育重点车辆

驾驶人群体，集中推动解决重点运

输车辆“挂而不管”“黑包车”“黑企

业”非法经营等深层次问题，有效预

防和减少“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

车辆肇事导致的群死群伤事故，严

防发生重特大事故。

据了解，行动集中清剿重点车辆

和驾驶人安全隐患、集中排查重点车

辆运营风险、集中排查重点企业源头

风险，严管主干公路通行秩序、深化

农村公路“面包车违法超员、轻型货

车违法载人”治理、深入推进危化品

运输专项整治等三项 路面执法检

查，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大力曝光突

出安全隐患，以及强化区域警务协作

组织开展整治行动。

我省交警集中整治重点车辆交通安全

严管主干公路通行秩序

海警人员在海上执法

赠送锦旗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