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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何
慧蓉 实习生叶美君）据海口警方透
露，2015年海口市二代身份证到期
需要换领的人数约4.3万余元，其中
10年有效期到期的约4万人，5年有
效期到期需要换领3千多人。那么，
换证过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20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来到海口公安局
龙华分局办证中心，了解“80后”

“90后”换证的全过程及注意事项。

换证时间：
身份证期满前2个月内

20日下午，“90后”女孩小冯在
父亲陪同下前来办理换证手续。
2010年7月，因为中考的需要，不

满16岁的小冯办理了5年有效期的
身份证。今年7月，小冯的身份证将
要到期。在四川上大学的小冯担心暑
假赶不及回来换证，便想提前换领身
份证。

带着户口本，小冯在龙华办证中
心免费拍了身份证照片之后，来到二
楼身份证窗口办理换证手续。据了
解，办理身份证的相关业务不需要取
号，可以直接到“身份证”业务窗口
办理。当天，办理身份证业务的市民
并不多。小冯递上人像采集回执单及
身份证等材料，工作人员看过之后告
诉小冯，因为她的身份证今年7月才
到期，目前还没到换领的时间，建议
她在身份证期满前2个月再来，否则
便要按“补领”身份证缴纳40元的

费用。不确定暑假能回家，担心身份
证过期造成不便，小冯仍坚持提前换
领身份证，并缴纳了40元的费用。

换领身份证收取工本费每证20
元，为何小冯要交40元呢？南国都
市报记者有些疑惑，向窗口工作人员
进行了解。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蓝色的
《工作指南》，其中一页已经折了角，
其中一句“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需要
换领的，至有效期满前二个月内向户
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换领”划了
线。工作人员表示，根据这一规定，
小冯的情况并不属于“换领”的范
围，只能按“补领”办理，所以收取
40元的费用。同时，该工作人员也
解释道，在遇到提前来申请换领的市
民，他们都会建议对方在有效期满前

2个月内再来办理，如果市民坚持，
才会按“补领”办理。

对此，海口警方也提醒市民，如
果不是因为特殊情况，最好是在有效
期满前2个月内再来申请“换领”身
份证。

换证要求：
本人到场拍照采集指纹

当天下午，一名女子拿着一张人
相采集回执单来到办证中心，她想给
在学校的孩子换领身份证。孩子的身
份证已经到期，为了出行方便，她便
过来给孩子办理身份证“换领”。“不
好意思，这个必须要本人办理”，工
作人员向该女子解释，因为“换领”

身份证需要采集人相及指纹，都需要
本人到场。

如果之前已经录入过指纹，还
需要再重新录入吗？工作人员表
示，换领或者补领身份证，每一次
都需要录入指纹。每一次，都会从
左手、右手的大拇指开始采集，采
集3次，直到采集成功为止。如果
确实因身体疾病瘫痪在床的，可以
向户籍所在地的办证中心或者派出
所预约上门服务。

得知其孩子现在学校，工作人员
告诉该女子，办证中心每周六上午上
班。此外，周一到周五，办证中心也
会在中午1点半开始上班，在校的学
生或者上班族可以趁这两个时间段前
往办理。

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
者王小畅）春节越来越近了，打扫
卫生、拆洗被褥，干干净净地迎新
春，是人们的习俗。往年到这个时
候，也是家政市场的旺季，保洁员
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今年的情
况如何呢？南国都市报记者专门进
行了走访了解。

节前保洁 建议提前一周预约

家住美舍路的王女士平时工作
较为忙碌，但逢年过节都要进行大
扫除，因此经常找家政服务公司。
临近年关，她很担心像去年一样，
预约晚了没排上队。

19日，南国都市报记者采访

多家政公司了解到，家政市场行情
变化明显，因今年春节比较晚，旺
季相比去年有所推后，因此与去年
同期相比，订单量明显下降。

一家政公司负责人称，往年10月
份后，他们就会接到不少外省过冬人
员的清洁订单，今年这一块订单较少。

椰之家爱心家政负责人冯女士
认为今年的旺季可能推后，估计再
过些天市场就会热起来。

欣茹清洁公司负责人蔡先生表
示，虽然今年旺季有些延后，但他
们工人现在每天都有活忙，建议有
需求的市民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价格或涨 年前清扫早点安排

清洁价格是不少市民关心的问
题。海口白水塘路一小区的住户徐
先生称，他以前经常找一位阿姨帮
忙打扫，价格也比较合适，但不知
何故，物业限制她进入小区服务。
如果找小区的保洁员打扫，一是费
用比较高，而且临近年关时，他们
都接不了。他不知道该找什么家政
公司好，价格会不会贵？

记者了解到，由于旺季延后，
往年此时已经价格上涨的家政市场
目前与平常一样。一次性的家庭保
洁费用每平方米大概3.5元左右，
如果是装修后第一次的“开荒”清
洁，简装的价格每平方米 6元左
右，精装每平方是10元以上，具

体视家中的家具等情况商定。
据了解，往年到腊月中旬左

右，个别公司会提高价格，越到年
末价格涨得越高，而且还会出现找
不到工人的情况。欣茹清洁公司蔡
先生称，他们去年有很多订单，有
的都做不完。现在价格比较合适，
又有工人，如有需要可以早做打算。

温馨提示：选择家政服务时要
谨慎，一要查看家政服务的单位是
否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二要与家政
服务单位签订家政服务协议，详细
约定服务时间、地点、项目、价格
等，并索要凭证；三要在家政服务
人员入户时，查验其有无派工单，
是否有从业资格证。

节前家庭保洁服务旺季将至

想找钟点工最好提前一周预约

1 月 19 日，记者在海口椰海大道旁一废品拆除点见
到，一假冒电线上竟然张贴“20 万巨奖奖励举报假冒产
品”的标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违法假冒的
商家，为了以假乱真，假货做得比真货“真”，仿冒品还
敢奖励，真是无奇不有。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玩“贼喊捉贼”的把戏

假货“打假”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
许欣）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考试中心
获悉，2015年海口市高考考生体
检将于23日启动至2月2日结束。

据了解，在海口市报名参加
今年高考的1.5万余名考生，将
安排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等5家指
定医院进行统一组织的体检，其
中450名单报生（省外借读生、
省内往届生、中职生、异地高考
考生等）须于27日到武警海南
总队医院接受体检。

考生自行到医院体检或复检
的结论不予承认。

具体安排如下：海口一中、
海口四中、海口实验中学、海口
景山学校、海口市长流中学等5
所学校3649名考生，于23日至
30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接受体
检；海口灵山中学、海南海政学
校、海师附中、琼山中学、国兴
中学、海南侨中等 6所学校的
5207名考生，于23日至 2月 2
日在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体
检；海口十四中、海南国科园实
验学校、海口海港学校、琼山侨
中、海南中学等5所学校的2842
名考生，于23日至29日在海口

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体检；海南
昌茂花园学校、海口市体育运动
学校、海南智力中心实验学校、
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海口一
职中、海口二中、单报生、海口
华兴学校等7所学校的2340名
考生和450名单报生，于23日
至28日在武警海南总队医院接
受体检；海南省农垦中学的513
名考生，于23日至24日两天在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接受体检。

海口市考试中心提醒，考生
参加体检时，一定要记得携带报
考卡及身份证。

5种药品31日起
实行最高限价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
者蒙健）记者从省物价局获悉，将
对五种药品实行限价。

雷贝拉唑肠溶片，规格为
20mg*7片/盒的最高零售价格为
176元 （卫材 （中国）药业有限
公司）；右美沙芬颗粒剂，规格为
15mg/包最高零售价为 0.54 元；
右美沙芬颗粒剂，规格为15mg*
6包/盒最高零售价为3.2元；右美
沙芬颗粒剂，规格为 15mg*18
包/盒最高零售价为9.7元；右美
沙芬颗粒剂，规格为 15mg*24
包/盒最高零售价格为 13.0 元。
2015年1月31日起执行。

海口1.5万高考生23日起体检
单报生27日体检 地点：武警海南总队医院

换领身份证你别心急
期满前2个月内办理就行了

提前换
属“补领”，要
收费40元

我省去年截获
禁止进境物逾5吨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石
祖波 通讯员 李娜 华丽）自去年年初
以来，随着市民出境游升温，海南省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旅客携带物中截
获的禁止进境物也出现了“潮涌”。
记者获悉，据统计，该局2014年全
年在入境旅客携带物、邮寄物中截获
各类禁止进境物合计 6408 批，共
5222.7 公斤，重量同比增长 15%。
截获物包括水果、种苗、鸡蛋、鱼、
肉制品、奶酪、燕窝、蔬菜、动物标
本等，主要来自法国、美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为避免疫情疫病传入，已对截获
的禁止进境物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便利“候鸟”老人
屯昌开通公交专线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吴
岳文）1月20日早上，来自黑龙江的

“候鸟”老人林大妈来到美林湖小区
公交车站候车，她要到屯昌县城买
菜。“屯昌县政府为了方便我们进城，
特地开通了临时公交专线，真是太好
了！”她乐呵呵地说。

记者了解到，美林湖小区有600
多户1000多人，不少居民是退休的
专家学者，60岁以上的“候鸟”老
人占了85%以上。居民们向县政府反
映出行困难后，县里和屯昌海汽公交
公司沟通，决定临时调剂一辆公交
车，为“候鸟”老人们开通公交专
线，美林湖小区物业补贴部分燃油
费。该专线起点为美林湖小区，终点
为屯昌县城城区，每天8个班次。该专
线从每年12月份开通到次年的5月份。

农发行向海航实业
授信160亿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张
毅）今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
分行与海航实业在海口举行战略合作
协议签字仪式。农发行海南分行将在
3年内向海航实业提供总额为160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助力海航
实业城乡统筹发展及基础产业建设。
据了解，本次与农发行海南分行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是海航实业
继与海南中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
海南交行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后的
又一银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