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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有市民
反映海口龙昆南路与坡博路路
口正在施工，路面较为拥堵。
对此，记者咨询了施工单位。

据施工单位中国中铁广
州工程局现场管线项目负责
人魏先生介绍，因坡博路与龙
昆南路交叉口较为拥堵，计划
对坡博路进行升级改造，拓宽
路面，将原来的二车道改为四
车道，全长约900米。坡博路
雨天经常积水，故在路面施工

初期需将坡博路与龙昆南路
的地下雨水管道接通，防止以
后雨天路面出现积水现象。

“坡博路与龙昆南路路口原计
划9月26日开始施工，因故推
迟到近期才施工。由于路口
车流量比较大，可能要到明年
1 月中旬才能完工。施工期
间将路口围挡起来，可能影响
车辆行驶，提醒过往司机注意
绕行。”

记者 符小霞

本报讯 11月29日凌晨，三亚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队飞鹭中队紧急
护送一名待产孕妇就医。

当日凌晨3时许，交警特勤大队飞鹭
中队中队长刘陶铭带领队员在凤凰路交
警支队路口设卡夜查酒驾，一辆小轿车
从海螺路方向朝中信岗方向驶来，见到
交警路管员后，司机焦急上前求助。

“警察同志，我老婆羊水破了，快生
了，要赶紧送到市妇幼保健院。”该男子

焦急说道。
见状，刘陶铭立即指派路管员苏高

伟、谭成和符扬勤负责护送，苏高伟驾
驶警用摩托车赶至市妇幼保健院联系
医生做好准备，谭成和符扬勤则驾驶警
用摩托车一前一后护送轿车赶到医院。

到达医院后，医生、护士已早早准
备好等待孕妇，路管员立即协助医生及
孕妇家属将孕妇送进急诊室。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陈俊锐

三亚交警凌晨
护送待产孕妇就医

本报讯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结合我省实际，省人社厅修订完善
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面向社会广泛
征求意见，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可于12月9日前向省人社厅反馈。

根据《办法》，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具有身份证件、公共管理、自助业务查询和办理、缴费、
待遇发放等基本功能，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城市交通和公共服务、旅游、工会
会员服务、志愿服务、本地居民优惠、金融、其他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务管理等应用功能。在服
务管理模式方面，与个人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记者 刘兵

我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征民意

办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可以持卡办

理下列服务管理事项（逐步开通）：一
卡通办、一网通办各项政府公共服
务、政务管理事项；联动查询群众资
质证明、公民信用信息和其他个人
权益记录，共享政务信息资源；医疗
健康服务全过程全业务身份识别、
全省及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
算、就医信息服务、居民健康服务；
乘坐城市公共交通等交通运输工
具；办理旅客住宿登记；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职业资格考试（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等各类考试报名及考试核
验；交通运输、旅游景区、图书馆、博
物馆、体育健身场所等本地居民优
惠以及儿童、学生、老年人、退役
军人、残疾人、志愿者、工会会员
等群体优惠；国家或本省规定的
旅游服务、文化服务、教育服务、
工会会员服务、实名注册志愿者服
务、住区管理服务等其他服务事
项。

可办理各项公共服务管理事项
线上模式。在授权访问的渠道

APP中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实名、
实卡、实人认证能力实现身份认证
和授权登录。

主扫模式。使用电子社会保障
卡扫一扫功能，扫描第三方平台展

示的认证或支付二维码，实现身份
认证或支付结算。

被扫模式。出示电子社会保障
卡认证或支付二维码，第三方平台
通过扫码终端扫描，实现身份认证
或支付结算。

电子社保卡有三种使用模式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可以持卡
享受下列金融服务及基于金融功
能的其他服务：缴纳个人税费、
社会保险费，以及煤电水气费、
交通违章罚款等公用事业缴费
和行政罚款；领取各类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待遇、财政支付个人
工资和津补贴、财政惠民补贴、

政府人才津贴、扶贫资金、退役
军人事务补贴、进城务工人员工
资、住房公积金、大学生中西部
计划志愿者补贴，以及其他各类
政府补贴等待遇；享受现金存
取、转账、消费及移动支付便民
等金融服务；本省规定的其他服
务事项。

可享受多种金融功能服务

虽然社保卡一卡通服务极大
便利于持卡人，但仅限持卡人本人
使用，不得出租、出借给他人，不得
出售、购买社会保障卡，不得冒用、
盗用他人社会保障卡。

根据《办法》征求意见稿，有下
列行为的都将承担违规违法的责
任。出租、倒卖、转让社会保障卡
的；出借社会保障卡造成就业专项
资金、社会保险基金和财政补贴资
金等政府资金损失的；使用虚假证
明材料骗领社会保障卡的；冒用、
盗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使用骗

领的社会保障卡的；购买、出售、使
用伪造或变造的社会保障卡的。
伪造社会保障卡的；对成品卡、空
白卡管理不当，造成卡片丢失、随
意发放的；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
期限内发放社会保障卡、推诿提
供社会保障卡服务、在规定业务
中拒绝使用社会保障卡的；利用
制作、发放社会保障卡的便利，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泄露因制作、发放社会保障卡
而知悉的个人信息，侵害持卡人
合法权益的等。

出租倒卖社保卡等将承担违法责任

海口龙昆南路与坡博路路口

扩建施工中 注意绕行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市
美兰区实验幼儿园举行开园庆
典，正式开园，该园可提供270
个学位。

美兰区实验幼儿园是美兰
区政府2020年投资改造新建
的一所城区公办幼儿园，隶属
美兰区教育局。幼儿园位于白
龙北路一号美兰实验小学旁，
园所占地面积3253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目前共
有9个教学班、教职工43名。
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占
全园教师总数的85%以上。

截至目前，美兰区区公办园
已有40所，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达52.78%；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86.12％，基本达到学前
教育两个比例提升工作目标。
通讯员 陈尾娇 记者 钟起的

海口美兰区实验幼儿园开园
可提供270个学位 本报讯 昨日上午11时，海口美兰

区白沙街道锦山里长者服务中心揭牌，
该中心的长者饭堂也迎来第一批就餐
的社区老人。

锦山里社区长者服务中心是由美
兰区民政局、白沙街道投资建设的城市
嵌入式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有
日间照护区、长者饭堂、娱乐活动区等
功能。

长者饭堂统一餐食标准，每份套餐
含两荤（含半荤）一素一饭（粥、面）一

汤，价格16元/份，服务对象为试点社区
60岁（含60岁）以上具有海口市户籍的
常住老年人，凭补贴卡刷卡就餐。其
中，辖区特困老年人可免费享用；城市
低保家庭、失独家庭、优抚对象、孤寡困
难等老年人只需支付3元（政府补贴10
元、企业让利3元）；社区内其他老年人
支付10元（政府补贴 3 元、企业让利 3
元）；非海口户籍老年人支付13元（政府
补贴3元）。特困老人享受免费送餐到
家服务。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梁崇平

海口美兰区
新增一间长者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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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4+1”中
0 注；“定位 4”中 1 注，
单注奖金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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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0
注 。 下 期 奖 池 基 金 ：
95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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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
列 3 直选”中 4 注，单注
奖金 1040元；“排列 3组
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
选”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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