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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保障特殊旅客6397人次

凤凰机场
开通特殊旅客服务专线

本报讯（记者 袁燕 通讯员 白仁颖 金峻华）为
响应国家和民航总局针对特殊旅客的服务保障要
求，方便特殊旅客出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
称“凤凰机场”）正式开通特殊旅客服务专线，特殊
旅客可拨打 0898-9612333 转 6 号键，进入服务专
线，寻求为特殊旅客提供的专业便捷乘机服务保障。

据统计，凤凰机场 2020年保障特殊旅客 31067
人次，2021年春运期间保障特殊旅客6397人次，同
比 2020 年增长 20.43%。面对庞大的特殊旅客群
体，凤凰机场特殊旅客服务专线应运而生，由专业
的客服人员为特殊旅客提供客服语音咨询服务，减
少特殊旅客拨打电话等待、转接时间，为特殊旅客
营造更便利、更温馨的乘机体验。

为方便特殊旅客顺利出行，凤凰机场客服中心
收集旅客咨询常见问题，温馨提醒广大旅客：

问：特殊旅客可以临时来机场办理吗？
答：不一定，在工作人员与设施设备配备的条

件下，为保证航班安全正常运行，同一航班每一航
段的特殊旅客有数量要求，需在购买客票时提前向
航空公司提出申请。

问：服务犬可以进客舱吗？
答：服务犬是指经过专门训练能够为残疾人生

活和工作提供协助的特种犬，包括：能够为盲人导
盲、为聋人助听的特种犬及辅助犬，客舱服务犬必
须在申请订座时提出，提供服务犬的身份证明和检
疫证明，符合航空公司要求并同意后方可携带，具
体以所乘坐航空的意见为准。

问：无陪儿童乘机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无陪儿童指年龄满 5周岁但不满 12周岁，

乘坐飞机时无成人（年满 18 周岁且有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陪伴同行的儿童，旅客需要在购买机票时
向所购票航空公司提出申请。

问：什么是特殊关照服务？
答：特殊关照是指符合乘机条件单独乘机，无

识字能力，沟通能力弱，身体健康的老年旅客。
问：特殊旅客出行到达机场的时间？
答：建议您至少在航班起飞前 2小时到达机场

特殊旅客服务柜台办理相关手续。
问：什么是适宜乘机证明？
答：由三甲及以上医院出具，说明旅客可以在

没有医疗协助的情况下安全完成其航空旅行的书
面证明。

问：旅客自带的轮椅是否可以带上飞机？
答：由于轮椅服务预定数量有限，请您在购票

时及时申请；如您携带的是电动轮椅，请在航班起
飞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手续。

如有其他特殊旅客服务相关问题，请拨打凤凰
机场客服中心电话0898-9612333进行咨询。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
海南省住建、旅文等部门对《海南
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
后的《办法》规定，乡村民宿的开
办实行承诺即入的备案登记制
度，按只办“一件事”的原则方便
群众办理。

《办法》明确，乡村民宿是指位

于乡村内，利用农村（农林场）村
（居）民自有住宅、村集体房舍或其
他设施，民宿业主或民宿经营者参
与接待，方便客人体验当地优美环
境、特色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
型住宿场所。乡村民宿的营业客
房应在14间房、800平方米和高度
在3层以内。

在乡村民宿开办流程上，将工

程质量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备
案、特种行业经营许可、公共卫生
许可、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准入等
进行整合，乡村民宿经营者只要作
出一次有关承诺，提供一套包括房
屋、治安、卫生、食品、消防等涉及
公共安全相关的材料，即给予登记
备案，做到“一张表单、一套材料、
一次提交、多方复用”，方便群众办

理。同时，我省鼓励盘活农村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及乡村闲置公
益设施，对符合“多规合一”的农村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腾挪调整使用，
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和乡村民宿产
业加快发展。

我省乡村民宿在放开市场准
入的同时，将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乡村民宿登记备案后 30 日

内，市县住建部门将组织有关主管
部门会同乡镇政府核验乡村民宿
开办的有关承诺事项。在日常监
管中，相关执法部门按“双随机一
公开”的原则开展监督检查，发现
有不符合乡村民宿经营条件的，提
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

海南重新修订《海南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

乡村民宿开办实施承诺即入备案登记制度

本报讯（见习记者 符府）3 月 13 日，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
（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
程项目”（以下简称“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
车改造工程项目”）取得新的突破，全线首
片T梁在该项目SLZQ-2标段施工现场成
功浇筑，为项目后续的T梁标准化预制奠
定了基础，也标志着项目工程T梁预制正
式拉开帷幕。

本次浇筑的 T 梁长 32.6 米，重 112.3
吨，从开始施工到浇筑完成共花费了一天
半的时间，而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
工程项目需要浇筑这样的 T 梁共 698 片。

“首片 T 梁的成功浇筑为后续 349 孔 T 梁
的标准化预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十
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崖州制梁场场长
梁永令表示，未来一天时间可以完成浇筑
3片T梁，预计今年底全部浇筑完成。

目前，该片T梁正处于养护阶段，养护
完成后将被运到存梁区进行存储，以备后
续施工所需。梁永令介绍，工程将采取

“边浇筑边架梁”的方式，从今年 7月份起
开始架梁，预计2022年 3月份架梁完毕。

据悉，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
程项目SLZQ-2标段由中铁十局集团第八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主要施工内容包
括路基及附属工程、桥涵工程、轨道工
程。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铆足干
劲，按照管理团队的时间表有序施工，现
场一片忙碌景象。“目前SLZQ-2标段施工
点共有工人 60 余名，后期将增至 200 余
名。”梁永令介绍，施工现场采取三班倒机
制，24 小时不停工作业，以确保项目如期
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
车改造工程项目另外两处施工标段——新
大保隧道、新菠箕岭隧道，各项工作也在
如火如荼开展。新大保隧道全长 760 米，
目前已掘进 260 米，每天掘进 2.4 米至 3.6
米不等，预计今年7月贯通；新菠箕岭隧道
全长 385 米，目前已掘进 65 米，每天掘进
1.8米，预计今年8月贯通。

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项目
业主方三亚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喜表示，项目竣工通车后，将实现沿线
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化运营，缓解三亚主城
区与周边城镇之间的交通拥堵，极大方便
群众游客出行。此外，还将三亚主城区、崖
城、龙栖湾、龙腾湾、龙沐湾、尖峰岭等地连
成一片，打造一条亮丽的旅游风景线，为海
南旅游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海南西环铁路三亚至乐东段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有进展

首片T梁成功浇筑

▲3 月 15 日 ，开 行
公 交 化 旅 游 化 列 车 改
造工程项目 SLZQ-2 标
段工地上，浇筑好的 T
梁被整齐摆放。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3 月 15 日 ，开 行
公 交 化 旅 游 化 列 车 改
造工程项目 SLZQ-2 标
段工地上，工人正在施
工。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3 月 16
日零时起，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
返京不再需要持抵京前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不再实行
14天健康监测，满7天、满14天不
再进行核酸检测，持健康通行码

“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
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进返京。
至此，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可在
国内自由通行。

早在2月 22日，石家庄藁城区
全域以及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后，全国中高风险
地区即实现清零，目前国内全域均
为低风险地区。

“疫情随时在变化，三亚的防
疫措施也在不断更新，来三亚最好
提前做好咨询，以防耽误出行计
划。”记者从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疫情防控政

策会根据疫情动态进行实时调整，
请旅客配合机场安排并以抵达三
亚时的政策为准。旅客登机前请
注册海南健康码，并录入抵琼健康
登记。返琼人员登机前核查海南
健康码，入琼人员核查常住地健康
码或出发地健康码。

为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更快捷
了解到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政策，“三亚 12345”微信公众号推

出查询功能，并根据三亚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提供的信
息 进 行 实 时 更 新 。 关 注“ 三 亚
12345”微信公众号后，进入菜单
栏“微动态”，点击“微动态”里的

“疫情防控政策”便可查看到三亚
市最新疫情防控信息。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国内疫情
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全球疫情
形势依旧严峻，因此疫情防控的弦
还要绷紧。在恢复日常生活、增加
出行的同时，勤洗手、戴口罩等日
常防护依旧不能少。同时建议出
行前咨询起落地最新政策。

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入琼人员核查常住地健康码或出发地健康码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
省住建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海南
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
确属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竣工验收合
格后可申请不超过 17 万元/台的
财政奖补。

根据《实施意见》，既有住宅申
请加装电梯须要求同时符合 3 个

条件：具有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
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4 层以上（含 4
层）无电梯住宅；满足建筑物结构
安全、消防安全等有关规范要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小区、幢
或单元为主体提出申请。以小区
为主体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为该小
区业主委员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申请人可以为该小区业主推荐
的业主代表。以幢或单元为单位

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为该幢或单元
业主，其中以单元为单位申请加装
电梯的，应当不影响本幢房屋其他
单元结构安全和安全疏散。

资金来源方面，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所需资金及运行使用、维护管
理资金由业主承担，具体费用承担
由业主协商，共同出资解决。业主
可通过转让广告收益、有偿使用等
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加装电梯

建设。对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范围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业主
可以申请使用本人及配偶的住房
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加装电梯，也
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有条件的市县政府
可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奖补资
金给予奖补。

《实施意见》明确，属于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的，竣工验收合格后可申
请财政奖补，奖补比例原则上不
得高于建设成本的 50%，且不超
过 17 万元/台。《实施意见》提出，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坚持“业主自
愿、居民自主、费用共担、因地制
宜、公平合理、方便群众、依法合
规、保障安全和使用功能”和“城
镇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政府扶
持”的原则。

海南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每台最高补贴17万元

三亚多家爱心机构联手送服务

开展志愿服务
传承雷锋精神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奶奶，您血压有些偏
高，建议您平时饮食上稍微清淡点”“我家宝贝今天
参加了垃圾分类游戏，拿到礼物后很开心……”近
日，三亚部分志愿者在吉阳区丹州小区开展便民服
务大集市活动，通过义诊、垃圾分类游戏等形式吸
引众多居民积极参与。

活动由三亚心连心义工社联合三亚汇智社会工
作服务社和三亚博大男科医院等举办，突出“学雷
锋”志愿者服务特色，设有爱心理发、健康咨询义
诊、口腔健康检查、社区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垃圾分
类测试等便民服务。

一大早，记者在丹州小区道德广场看到，健康
义诊服务点、爱心理发服务点最受欢迎，居民早早
就排起了长龙，等待量血压和剪头发。“这帮年轻人
一大早就到‘家门口’为我们量血压，还提供各种便
民服务，这就是雷锋精神的最好传承。”队伍中，居
民李阿姨点赞道。

“我们还将结合各社区实际，为广大居民提供
个性化服务。”三亚心连心义工社社长蔡顺城表示，
为推进社区志愿者活动深入开展，充分发挥志愿服
务在构建和谐社区中的作用，该社接下来将坚持志
愿服务理念，以创建文明社区为契机，联合更多爱
心企业和志愿服务资源，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中央商务区加快建设
3 月 15 日，三亚中央商务区建设工地上，工人正

在合力搭建钢管脚手架。进入 3 月以来，三亚中央
商务区月川、东岸等片区工地每天加班加点施工，
现场一片如火如荼景象。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