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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防控意识 筑牢安全防线·
海南：

医疗机构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
结果为由延误患者治疗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近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转发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保障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并
做好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并对省内医疗
机构提出相应要求，要求各医疗机构不得以等待核
酸检测结果为由，延误患者治疗或推诿拖延。

省卫健委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在做好感染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保障患者基本医疗需求。根据患者
的情况，进行分类救治。对于急危重症患者，应当
及时有效救治。医务人员要做好防护，不得推诿拒
诊。对于门诊慢性病患者，视患者病情可将处方用
量延长至12周。

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联防联
控机制综发〔2020〕269 号）及我省相关文件要求，全
面落实各项感染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对发热门诊患者及普通门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要
加强核酸检测等检验检查，在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前
不得允许患者离开医院。合理确定床位使用比例，
禁止加床收治患者。严格患者陪护及探视管理，非
必须不陪护、不探视，确需陪护的，要固定陪护人员
并进行核酸检测。

各市县卫生健康委要加强日常监管，要求医疗
机构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开展感染防控等为
由，延误患者治疗或推诿拖延。对群众反映基本就
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要及时进行核查，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关医疗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外省参保人员在海南门诊就医
可跨省直接结算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
第二医院系首批试运行医院之一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记者从海南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2月 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决定
新增海南等 15个省份为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省份。从 2月 1日起，海南依托国家异地就医结
算系统统一开展普通门诊费用（不含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试运行。据悉，海南首批共有21家医
疗机构纳入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
（普通门诊需备案），其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
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已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
用直接结算的备案人员，同步开通普通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服务，无需另外备案。其他有异地普通门诊
就医需求的人员，按照参保地异地就医管理要求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在试点定点医药机构就医时，可
以按照规定直接结算。

跨省异地就医人员直接结算的门诊费用，原则
上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的支付
范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
高支付限额等报销政策执行参保地规定。

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提供异地就医备案功能。参保人可依托国家
统一的线上备案渠道办理备案，同时在线查询开通
普通门诊试点的统筹地区和定点医药机构。

海南省总工会推出“暖心留工助发展”线上普惠活动

符合条件农民工可申请200元补助
本报讯（记者 黄珍）记者从海

南省总工会获悉，为减少人员流动
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进一步加大
对农民工会员群体的关心关爱力
度，鼓励省外农民工留守岗位，海
南省总工会推出 2021 年“暖心留
工助发展”线上关爱送温暖普惠活
动，将于 2021 年 2 月 9 日至 3 月 3
日之间，给予符合条件的 1万名农

民工会员每人发放200元的补助。
据悉，申请补助的农民工必须

符合以下条件：2021 年 2 月 10 日
至2月16日期间，留守海南省的省
外农民工会员；年龄在16～60岁；
具有农村户籍（户籍在农村或户口
本印有农业人口字样）；持有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以 身 份 证 照 片 为
准）；持有本人名下借记卡；所在单

位的务工证明（已实名认证农民工
无需提供）；行程证明（行程码查询
截图和短信查询截图），生成时间
为2021年 2月18日至2月24日。

申请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9：00网上申请通道开通，3月 3日
17：00网上申请通道关闭。

申请方法：1. 发送短信 CX-
MYD 到所属运营商（电信 10001/

移动 10086/联通 10010）后根据短
信提示回复身份证号后四位查询
行程→截图行程短信内容；

2.通过“海南工会云APP”首页
进入“暖心留工助发展”线上关爱
送温暖普惠活动页面→扫描通信
大数据行程卡二维码→注册手机
号登录获取行程码→截图行程码；

3.返回活动页面，上传行程短

信截图和行程码截图、户口本（户
主页、个人页）、身份证（正面）、务
工证明（已实名认证农民工无需提
供）、借记卡；

4.申请提交后，将在20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

5.审核通过后 25 个工作日内
发放补助至借记卡内，并短信告
知。

三亚一部门一个人
获全国“扫黄打非”先进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记者从三亚市委宣传部
获悉，日前，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表彰了2020
年度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亚 1
部门 1人分别获得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称号。其中，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三亚市公安局
天涯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何超被评为全国“扫黄
打非”先进个人。

据悉，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三亚
“扫黄打非”战线统筹网上网下综合治理，大力扫除
各类文化垃圾，“扫黄打非”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在全省“扫黄打非”工作考评中位列第一，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利剑出鞘斩断“黄”链，精准出击净化环境。
2020 年 1 月 10 日，负责案件侦查工作的何超根据
工作中发现的一起色情直播线索，成功侦破一起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罪判处刑罚。

为减少交通噪声污染，改善和保护生活环境，营造安
定和谐的人居环境，进一步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决定自2021年 2月 10日起，在三
亚市区道路、主要旅游景区道路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禁止
鸣喇叭。现将具体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以下所属范围内道路全天 24 小时禁止机动车鸣
喇叭。

区域一：
（一）凤凰路海虹路口起至下洋田全段；
（二）御海路全段；
（三）新城路全段；
（四）三亚湾路全段；
（五）光明路全段；
（六）胜利路全段；
（七）胜利路建港路口至建港路解放路口路段；
（八）解放路全段；

（九）榆亚路解放路口至榆亚路狗岭路口路段；
（十）狗岭路全段；
以上路网形成的交通闭合区域内所有主次干道、支路

和胡同里巷均包含在禁鸣喇叭范围内。
区域二：
（一）迎宾路学院路口至海月广场路段；
（二）学院路迎宾路口至荔枝沟路路口路段；
（三）荔枝沟路师部农场路口至凤凰路和金鸡岭路全段；
（四）海螺一路全段；
以上路网形成的交通闭合区域内所有主次干道、支路

和胡同里巷均包含在禁鸣喇叭范围内。
区域三：
（一）育新路口凤凰路路口至育秀路口路段；
（二）育秀路全段；
（三）三亚动车站站前广场区域内所有道路；
（四）海润路凤凰路路口至高架桥路段；
以上路网形成的交通闭合区域内所有主次干道、支

路和胡同里巷均包含在禁鸣喇叭范围内。

区域四：
鹿回头片区内所有主次干道，支路、胡同里巷道路。
二、以下所属范围内夜间（20:00至次日上午08:00）禁

止机动车鸣喇叭。
区域五：
亚龙湾景区内所有主次干道、支路道路。
区域六：
海棠区海棠南路、海棠北路、江林路、红龙路、江前港

路全段。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执行紧

急任务时，不受上述禁鸣要求限制。
三、违反通告规定处罚
违反本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海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处以50元罚款。

特此通告。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 2月3日

关于禁止机动车在三亚市区鸣喇叭的通告

鹿回头片区内所有主次干道、支路、胡同里巷道路。

“叭”一声，罚50元！

三亚市区这些范围禁止鸣喇叭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2 月 3

日，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为减少交通噪声污染，改善和
保护生活环境，营造安定和谐的人
居环境，进一步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
定，决定自 2021 年 2月 10 日起，在

三亚市区道路、主要旅游景区道路
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禁止鸣喇叭。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机动车，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海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
七项的规定处以50元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警车、消防车、救
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执行紧
急任务时，不受上述禁鸣要求限制。

亚龙湾景区内所有主次
干道、支路道路。

海棠区海棠南路、海棠
北路、江林路、红龙路、江前
港路全段。

夜间
（20:00至次日上午08:00）

禁止机动车鸣喇叭路段

凤凰路海虹路口起至下洋田全段；御海路全段；新城路全段；三亚湾路全
段；光明路全段；胜利路全段；胜利路建港路口至建港路解放路口路段；解放
路全段；榆亚路解放路口至榆亚路狗岭路口路段；狗岭路全段。

迎宾路学院路口至海月广场路段；学院路迎宾路口至荔枝沟路路口路段；荔枝沟路师部农场
路口至凤凰路和金鸡岭路全段；海螺一路全段。

育新路口凤凰路路口至育秀路口路段；育秀路全段；三亚动车站站前广场区域内所有道路；
海润路凤凰路路口至高架桥路段。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鸣喇叭
造成的噪声污染，不仅影响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城
市形象和营商环境。2 月 3 日，针
对三亚市部分区域存在的机动车
乱鸣喇叭现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依法发布通告：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起，在三亚市区道路、主要旅游
景区道路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禁
止鸣喇叭，违者罚款50元。

通告一出，立马引起了市民网
友的热烈讨论。

“太好了，工作和休息都不怕
被影响了。”市民王先生开心地
说。“正想打电话反映汽车乱鸣喇
叭的事情，太吵了。每天不绝于耳
的喇叭声，尤其是大货车的大分贝
噪声，对居民的生活和学习造成了
严重的困扰。现在对机动车鸣喇
叭行为作出相应的规范管理，不仅

能够为市民提供安静的学习生活
生产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同时也
能提升城市形象。这再好不过
了！”家住荔枝沟的李女士说。

对于通告，也有人提出疑问，
遇到实在要提醒前车或路人的情
况怎么办？对此市民网友纷纷开
动脑筋，提出了替代方法。“晚上可
以采取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的方
法，在白天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喊一

声：‘唉，朋友，让一让。’”来自杭
州在三亚工作的小周半开玩笑地
建议道。

“提前准备一些替代品，比如
尖叫鸡、扩音器什么的。我一个杭
州的朋友就是这样，看见前面车开
得太慢了，急得他拿了儿子的尖叫
鸡按了几下，前面的车听见也很配
合地开走了。”市民汪洋说。

在热议过程中，还有许多市民

提出希望对电动车乱鸣喇叭和跑
车乱轰油门现象加强管理的建议，
营造更文明的行车环境。

根据市民网友的反映，对于通
告，多数网友表示支持，认为这是
利民举措。

关于部分市民网友关心的如
何进行监督的问题，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增
设相关设施设备，为处罚做准备。

“三亚这些区域全天禁止机动车鸣喇叭”引发热议

多数网友支持“禁鸣”举措

儿童之家
快乐驿站

2 月 2 日上午，在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
“儿童之家”，小朋友在阅读绘本。

当天，记者在“儿童之家”看到，孩子们
有的通过光学显微镜好奇地观察样本片上
的“微世界”，有的坐在台阶上阅读绘本，
有的在组装乐高和拼图，玩得很高兴。

“孩子们在这里既能学习、娱乐，又能
给父母忙于工作的家庭一点‘缓冲’。”现
场，一位家长说，如今，天涯区党群服务中
心“儿童之家”的孩子越来越多，大部分小
朋友都把这里当成了假期时光的快乐驿
站，成为儿童快乐成长的“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影报道

崖州区举办村（社区）“两委”
换届骨干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前，崖州区村（社区）“两
委”换届业务骨干培训班举行，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
省、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
崖州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精准
指导。崖州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负责人、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各村（社区）居党组织书记等16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崖州区委组织部和崖州区民政局负
责人分别围绕各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专题辅导，指导换
届业务骨干进一步吃透政策精神，把握时间节点、
熟悉工作细节，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实操性，切实提高了思想认识，掌握了政策要
点，了解了具体流程，把握了关键环节，进一步提升
了业务能力，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夯实
了基础。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Sy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Sy

24小时禁止机动车鸣喇叭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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