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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港航控股、天泓基业、
海南天利、海南天利度假酒店
有限公司海口万豪酒店、深圳
市天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远大置业、投源实业、凤
凰城、伊泰置业；锦绣海岸、远大
置业有限公司、海口公安消防
局、海南翔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成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中交四航；海口城市发展有
限公司、龙头上村、龙头下村、博
养村、美新村、大孝村、富屋村、
雨苍村一带、武警海口三中队、
拔南村、儒宗村、文章村、龙山
虚、百泰来新型建材公司、兴达
环保建材公司、225国道一带、
荣山村小学、恒盛元旅游发展
公司、荣山村及水产养殖场、荣
山辽村；新海边防派出所、中国
移动通信公司、海南省第二、四
建筑工程公司、海南省第三、五、
七建设工程公司、泉州市东海
建筑公司、中城建第六工程局、
楚湘建设工程公司、中交四航
局新海港区、新海村一带养殖
场、新海村及粤海大道一带；立
海复合肥、茂丰生物科技、迈万
村一带用户

06：00-23：00

停电范围

停电时间 07：00-20：00

停电范围

灵山镇大林村、大林墟、郡
南、道南、道点、赤骨、西排、排
溪、桃园、奇笔村一带用户

明天海口这些地方停电

停电通知

9月30日前

“黑户”人员
可申请办理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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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工作本月正式启动，期限

截至12月底。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80元（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等特殊

人群缴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征缴对象为具有海南城镇户籍，

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覆盖范围内的城镇居民；有本省学

籍的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在校（园）

生；本省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

难企业职工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确有困难的，经市县区政府批

准后，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具有本省

户籍，三亚市、陵水县未纳入城镇从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

的城乡居民。外省公民在海南已办理

居住证的，如自愿参加，须提供居住

证以及未参加户口所在地医保的证明。

今年缴费方式延用既往“非现

金”征缴方式。可通过省农信社的手

机银行、微信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

自助缴费，也可持具有银联标识的银

行卡（借记卡或信用卡）到全省农信社

（农商银行）任意一台ATM或CRS设

备自助缴纳，还可以到各社区、居委

会安装的专用POS机上刷卡缴纳。

自助缴费凭证将作为参保凭证。居民

可跨区域缴费，在全省各缴费渠道输

入身份证号码就可进行查询、缴费。

提醒参保人：存款到银行卡（含社

会保障卡）上不等于缴费，系统不会自

动扣缴，需要通过缴费渠道进行操作；

首次参保、新生儿参保需到所在社区进

行参保登记后才能缴费；缴费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31日，逾期将无法缴纳。

三亚公安局全面开通居民身份

证全国异地受理业务。外地户籍（含

省内外）居民因身份证丢失、损坏或

有效期满，需要在三亚市换领、补

领的，可凭户口簿、身份证、驾驶

证、护照等合法有效证件及居住证

（或《暂住登记凭证》），到5个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点申请。

补换证只收取工本费，群众自

办理异地受理之日其60日之内即可

领取。需要注意的是，丢失补领居民

身份证须进行身份证挂失，到期、损

坏换领身份证的在领取新的证件时要

将旧证上交公安机关。

三亚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
市政务中心公安审批办、吉阳区

荔枝沟派出所、天涯区新风派出所、崖

州区崖城派出所、海棠区林旺派出所

以下三种情形不予异地受理：
一是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二

是相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

份证未登记指纹信息难以明确身份

的；三是有伪造、变造、买卖、冒领、骗

领、冒用国家机关证件和买卖、使用

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不良记录的。

（记者孙学新）

5个地方可办理
补换领异地身份证

三亚

9月 30日前，儋州市还未落户

的市民可携带相关材料到儋州市公

安局户籍管理大队办理，该大队将

开启绿色通道为全市无户籍人员解

决落户难题。对抱养、领养无户口

的人员将开启绿色通道。抱、领养

符合条件的，应到儋州市民政局办

理抱、领养证后方可凭证落户。如

果不符合抱、领养条件，又不能办

理出生证的，可为其办理落户。

办理条件和程序：
一、抱养、领养人提供申请书（需

写收养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

二、责任区民警对被抱、领养人

的来源进行调查，对抱、领养人村干

部或知情人制作笔录材料。

三、提供村、居委会证明，村小组

（农场、队）证明。

四、抱、领养人与被抱、领养人在

家门口合影，提供一张5寸相片。（对

于将孩子送给亲戚朋友收养的，如有

出生证应签订送、收养协议书。）

五、民警带抱、领养人和被抱、领养

人到市局刑警技术大队做DNA鉴定，录

入打拐系统比对，并出具结果证明。

六、民警凭笔录、鉴定书、对比结果

证明形成调查报告。

七、凭以上六项材料，填写《公民

出生落户登记申请表》与相关材料提

交户籍管理大队和分管局领导审批。

八、审批完成后，人口系统里要

注明存疑标识，关系选为“养子或养

女”，同时制作抱、领养人员落户花名

册备查。 （记者 梁振文）

单方妙用

筋骨疼痛外洗方
【组成与用法】艾绒200克，生

葱500克，加水适量煎沸后，乘温
洗患处，每日二、三次，连用数日。

【功效与适应症】方中艾绒为
净艾叶及枝碾碎成绒者，有温经
脉、逐寒湿之功效，对受凉后引起
的疼痛，外用有效。生葱，《药品化
义》载：葱“辛温通窍，专主发散。
凡一切表邪之病，大能发汗逐邪，
疏通关节。盖风寒湿之气，感于皮
肤经络之间，而未深入脏腑之内，
宜速去之，开发毛窍，放邪气出去，
则营卫通畅。”二味合用有疏通关
节、消肿止痛的功效。筋骨疼痛者
常洗之能减轻病痛。

节选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中医霍列五60年单验方秘传》，
霍毅、霍筱薇整理。文中单验方仅
供参考，建议应用前咨询专业医生。

口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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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1℃

今日

明日

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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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每日金句

泰徕心译
坚强很累，累的是心，

但不坚强更累，累的是命。
心累是生命的成长，操碎的
是心，完整的是生命，心累
一时，命累一生。

我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今天海口10多片区

停水至晚8点
快看有没有你家

停水通告

温馨提醒

开始缴费啦
可通过多种渠道自助办理 截止时间12月31日

180元

1、目前已开通交通违法

处理及缴纳功能，考试费等

缴款功能将陆续开通

2、App已开通银行卡在

线支付，后期将陆续开通其

他支付方式

3、支持缴款的银行卡列

表 ，请 参 考 以 下 网 址 ：

http：//online.unionpaycom/

static/common/bankshtml

4、支付过程中，如遇问

题，可拨打中国银联24小时

客服热线95516咨询

5、支付成功后，请务必

保留好支付订单号，后续须

根据订单号进行相关查询

6、缴款人如需打印“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请前往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

交警部门收费窗口，凭有效

身份证件、支付订单号打印。

（记者王燕珍）

海南车主们注意啦！

海南交管12123APP

手机上可交违章罚款喽

9月 27日起，“海南交管 12123”手机
APP新增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功能，车主可直
接在手机上通过银行卡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如果是电子监
控抓拍交通违法，需要先登

录“海南交管 12123”手机
APP，进入“机动车违法”，按操
作流程查询违法记录，并确认处
理，生成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
编号，然后退出，继续第二
步，点 击“罚款缴纳”

按纽。

罚款缴纳。
如果是交警现场出

具的处罚决定书或已通过
其它途径处理的交通违法
行为但未缴纳罚款，只
要直接进入第二步

即可。

第 步2
第 步1

办理流程

交警提示

因海口市政府重点项目北大海口附中附

小工程建设要求，海口永庄水厂定于9月28

日00：00—20：00停水迁移该管道。届时椰

海大道片区、南海大道坡巷路口以西片区、

秀英大道片区、丘海大道片区、白水塘片

区、国贸填海区、海秀西路片区、滨濂片

区、海垦路以及金盘片区、滨海大道西海岸

片区、长流片区等区域将降压供水，待管道

改造完工后，将逐渐恢复供水。提醒市民做

好储水备用准备，服务热线电话963111。

（记者党朝峰）

（记者党朝峰）

户籍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