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昨日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社保局保险关
系管理处获悉袁因 2016 年春节放假袁
社保业务经办时间需作调整遥 2月 1
日至 15日袁 单位可以自网上申报系
统正常申报袁春节假期及双休日均不
受理柜台业务袁省本级各参保单位及
参保人应及时前往办理遥
具体经办时间如下院 单位参保人

员增减变动及缴费申报袁 办理时间为
2月 1日-2月 15日曰 单位参保信息
变更袁 办理时间为 2月 1日-2月 25
日曰单位转个人续保尧个体缴费变更缴
费险种袁 办理时间为 2月 14日-2月
25日曰单位初次参保登记袁办理时间
为 2月 1日-2月 25日曰单位分立尧合
并尧变更尧注销登记袁办理时间为 2月
1日-2月 25日曰参保人员信息变更袁
办理时间为 2月 1日-2月 25日曰保
险关系转移尧个人账户清退尧丧葬抚恤
待遇申请袁办理时间为 2月 1日-2月
25日遥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通讯员 刘波
实习生 刘海夏冤商报记者昨日从海口
市环卫局了解到袁为了进一步规范我
市废弃家具处理工作袁该局在秀英区
西海岸长天路与蓝海路交汇处设立
了海口市废弃家具处理场袁自 1月 25
日起袁凡海口市产生的废弃家具可运
往该场处理遥

据介绍袁长期以来袁海口城乡居民
房屋改建尧店铺装修尧居民搬迁等因
素袁连续产生大量废弃家具袁市民因
无处处理而频繁出现随处乱堆乱放
的不文明行为袁城乡街道两旁尧闲置
空地尧主次道路两侧尧沿海荒野等随
处可见遥 这次建设废弃家具处理场袁
使废弃家具有了统一的去处袁 能够
有效缓解或解决市民的实际困难袁
也能减少废弃家具无去处而给城市
环境带来的影响袁添彩野双创冶遥 废
弃家具处理场占地 50 亩袁每天可将
进场废旧废弃家具进行拆解分类袁
对具有回收价值的进行循环利用袁
无回收价值的全部进入垃圾焚烧发
电厂焚烧处理袁 既可减少城市垃圾
污染袁又可促进资源回收利用袁增加
生活垃圾可燃值遥 业务咨询电话院
68522612遥

另外袁据海口市环卫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 海口原位于海榆中线白
水塘建筑垃圾消纳场已填满袁 现迁
移至丘海大道延长线苍英村苍英山
石场内袁自 1 月 25 日起启用袁凡海
口市产生的建筑垃圾一律运往该建
筑垃圾消纳场内消纳遥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随意倾倒尧 抛撒或者收纳
建筑垃圾袁违者将依据相关规定袁予
以处罚遥

海口长天路与蓝海路交汇处

专门建立处理场
废弃家具往这运

据介绍袁因前段时间下雨暂停了
两天的柏油路面摊铺工作已经开始
复工遥海南路桥环岛高速石梅湾至三
亚段改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邓劲
松介绍袁总体的计划是春节前右幅全
部通车袁 但是考虑到春运压力的问
题袁会尽量争取在月底之前袁把陵水
互通的 30公里先进行开放交通遥

G98 环岛高速公路万宁石梅湾
至三亚吉阳镇段改建工程全长 82.6
公里袁分为两个阶段施工遥 第一段石

梅湾互通至海棠湾互通右幅袁 已于
2015年 10 月上旬半幅封闭施工袁经
过近 3个月努力袁目前袁已完成右幅
40公里的柏油路面摊铺遥

海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
副经理颜启导表示袁 现在是两头铺
设袁一天的进度至少完成 3公里的上
面层摊铺袁接照剩余工程量袁半个月
时间就全部结束遥
据了解袁项目指挥部要求施工单

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袁监理单位不

仅要严控不合格材料进场袁同时全程
监控每一道施工工序遥G98环岛高速
石梅湾至三亚段改建工程监理公司
总监吴建民介绍袁摊铺温度尧碾压温
度尧以及重压的温度袁全部都进行监
测袁保证工程质量遥

据悉袁海南省交通厅明确袁改建
工程第二阶段万宁石梅湾至三亚段
左幅袁将于今年 4月 8日起半幅封闭
施工袁力争国庆节前完工遥

19日上午袁 记者就此 野广告
桥冶问题采访了琼海城管部门相关
负责人袁据该负责人介绍袁该广告
的事情他们事先早有了解袁是通过
正规手续进行报备审批袁符合相关
要求的遥 但根据记者的反映袁城管
部门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前往现

场调查核实袁发现该广告牌的业主
单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确实占用
了部分路面袁影响了道路使用遥 工
作人员已经向业主单位提出整改
意见袁责令限期整改袁如业主单位
不按期整改袁城管部门将依据相关
条例进行强制拆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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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重点交通项目 G98环岛高速改建工程进展顺利

石梅湾至三亚段右幅春节前可通车

为提升野春运冶期间市民的用
户体验袁确保春运期间道路运输行
业的和谐稳定遥该处还要求各道路
运输企业要完善应急预案袁随时应
对突发事件袁及时发现和处理行业
问题遥如遇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必须逐级上报遥

各交通运输企业还将全面提
升服务水平袁备战春运遥 一是保障
市民的购票需求袁各客运站必须在
客源高峰期及时发布班车时刻和

票源等信息袁增加售票窗口袁延长
售票时间袁 积极采用联网售票尧电
话订票尧手机售票等方式袁为旅客
购票提供多种选择遥二是继续推行
野三优三化冶活动袁为旅客提供免费
茶水袁 为老幼病残孕旅客提供特殊
帮助袁营造良好的候车和出行环境遥
此外袁 海口市还将依托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袁及时受理
春运期间的群众投诉袁切实提升服
务质量水平遥

海口 6895辆客车备战春运
建立野春运冶应急车辆信息库 严禁高峰期擅自涨价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据了解袁今年春运期间袁海口市道
路运输管理处按照上级部署要求袁计划投放营运客车 6895
辆袁并建立野春运冶应急车辆信息库袁及时疏导春运客流高
峰袁以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遥 预计海口地区今年野春运冶客运
量达 421万人/次袁期间将出现多次客流高峰遥

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已成
立 2016 年道路运输春运领导小
组袁并设置客运保障组尧货运保障
组和安全生产工作组三个工作组
紧抓运输组织协调尧 运输安全等
六大方面的管理袁为野春运冶保驾
护航遥

根据客流历史数据和新特点
初步预测袁海口地区今年野春运冶
客运量达 421万人/次遥为保障野春
运冶期间的交通运输需求袁该处计
划投放营运客车 6895辆袁其中旅
游车 1396辆袁省际班车 154辆袁市
县际班车 533 辆袁 市内包车 368

辆袁 公交车 1699 辆袁 出租汽车
2745辆曰另外袁拟从周边市县抽调
应急储备运力 300辆遥

同时袁建立野春运冶应急车辆信
息库袁要求各道路客运企业在野春
运冶前袁将参加春运应急运输车辆
的相关信息袁按照要求填报叶应急
加班营运车辆及驾驶员信息表曳并
进行审核遥 应急车辆信息库建立
完成后袁客运保障组将组织协调好
野春运冶 客源高峰期的应急加班工
作袁按每车每趟次发放野省际尧省内
临时班车冶牌并填写叶应急车辆加
班登记表曳遥

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袁为保障野春运冶期间
交通安全高效袁 该处已要求各道
路运输企业在野春运冶前组织安全
生产检查袁 确保各项安全生产制
度落实到位遥 其中包括对驾驶员
从业资格进行核查袁严禁有超员尧
酒驾等严重违法记录和驾驶证已
满 12分的驾驶员参加野春运冶等内
容遥 各汽车客运站也要同步加强

安全管理袁严格执行野三不进站尧六
不出站冶制度袁并做好客运站内安
检尧消防等安全设备的检查维护等
工作遥
此外袁还组织开展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大检查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活动袁 查找安全隐患袁督
促企业及时整改袁同时督促企业落
实营运车辆的日常维护制度袁严禁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参加春运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为保障野春运冶
期间市民出行需求袁该处协调市内
出租客运尧公交客运袁要求其做好
野春运冶 期间运力和发班时间的调
配工作袁并遏制驾驶员利用节日欺
客尧宰客尧拒载尧甩客尧不打表经营
和擅自涨价的行为遥

同时袁煤炭尧粮食尧油品等重点

物资和危险品运输袁 以及肉禽尧蔬
菜等节日物资运输保障工作也成
为野春运冶期间的重要工作遥海口市
将提前做好重点物资运输的运力
储备袁继续执行野绿色通道冶政策袁
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袁 保障海南
鲜活农产品道路运输绿色通道的
畅通遥

房产公司“广告桥”横跨马路占道宣传
市民:给行车带来安全隐患 琼海城管部门院已经要求限期整改

据在博鳌工作的市民陈先生向
商报记者反映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袁 突然就发现博鳌三角路往潭
门大桥方向的滨海大道入口处袁有
一座横跨滨海大道两边搭起的一座
房地产楼盘野广告桥冶遥野这样的广告
占了路面不说袁 还有可能给行车带
来安全隐患袁 而且竖立这样的广告
桥袁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报批钥依据
相关规定袁 这样的广告是否符合要

求竖立呢钥 冶陈先生说遥
1月 17日袁记者驱车前往陈先

生所反映的路段进行核实遥果然袁在
快进入博鳌镇区的三角路地带袁往
潭门大桥方向横跨整条滨海大道两
侧袁架起来一个高约 3-4 米袁红色
的野广告桥冶袁上面写着野碧桂园东海
岸冶尧野一线海景冶尧野即将盛大开盘冶
等房地产广告字眼遥

应对客流高峰 建立春运应急车辆信息库

严把安全关 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

加大整治力度 严禁高峰期擅自涨价

保障服务质量 开展爱心服务行动

市民反映 房产公司横跨马路搭“广告桥”

琼海城管部门 已要求业主单位限期整改

2016春节放假

省社保局社保
业务时间调整

商报万宁讯渊记者 王春
棠冤1月 19日袁 商报记者从

万宁市有关部门获悉袁 海南省重点交通
项目要要要G98环岛高速万宁石梅湾至三
亚段改建工程进展顺利袁 预计春节前右
幅改建完成袁恢复通车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春棠 摄影报道冤
最近一段时间袁不断有琼海博鳌地区的市
民和游客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 博鳌
往潭门大桥方向的滨海大道上有房产公司
竟然横跨道路袁搭起野广告桥冶进行

宣传卖房遥

银 房地产公司横跨马路搭起野广告桥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