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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今天下午从省公
安厅指挥中心了解到"春节期间我省治安秩
序总体平稳"未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未发生
命案#

截至今天下午 !"时" 全省 !!#报警服
务台春节期间共接报警电话 !$%#&次"受理
群众求助 '"!次" 提供咨询服务 %((次"出
动警力 !""'&人次#全省共破获刑事案件 ')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人" 查处治安案件
%#)起#

据了解" 春节期间正属我省旅游旺季"

为确保中外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省公安厅提
前谋划部署"领导靠前指挥"确保春节期间
安全保卫工作有序开展# 海口$三亚$琼海$

文昌等市县公安机关重点加强对旅游景点
的治安防控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春节前夕"我省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集中统一清查行动$ 矛盾排查和整治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有效震慑了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节日期间"省港务公安局全面落实春节
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共安全输送进出岛船舶
)'#航班次$旅客 !"+&)万人次$车辆 '+*"万
辆次"确保了我省港航辖区春节期间治安秩
序良好"海口港$新港陆岛运输通道平安畅
通#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公安消防部门针对
春节旅游高峰期的特点"每天派出消防车辆
和人员"轮流对主要街道$景区景点等人员
密集区域进行巡逻#全省公安消防部队进入
二级战备"共检查单位 (*(%家"发现火灾隐
患 &"$%&处"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处"

临时查封 **家" 责令 %三停&')家" 罚款
*"+&)万元"拘留 !)人#春节期间"全省未发
生因烟花爆竹导致的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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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01 本报记者 234 通讯员 56

!月 &$日"大年初五早上 "点"三亚湘
投银泰度假酒店管家部客房主管伊会平按
时来到酒店"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一名客房主管"伊会平主要负责每
天安排自己管辖范围内客房服务员的工作"

并对客房的清洁和物品配备情况等进行巡
查# 春节这几天"伊会平所负责的房间数量
从平时的 *#间减少到了 &#多间"但工作量
却比平时更大了# 因为这 &#多间客房住的
都是 ,-.客户" 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
间#

从早上 "点上班起"除了简单吃了点午餐
外" 伊会平几乎都在不断地对客房进行巡查"

这几天她总是忙到晚上 $点以后才能下班#

在服务员打扫完房间后" 伊会平必须
亲自里里外外再检查一次'电视$空调等是
否正常(桌子$椅子$抽屉等是否有灰尘"包
括墙壁的接缝处(卫生间的纸巾和面巾检查
是否足量(酒杯茶杯是否干净(床底是否有
垃圾))伊会平的检查细致到不放过任何
角落#

伊会平说" 由于她负责的是 ,-.客户"

所以除了保证客房日常的清洁标准外"她和
同事们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来布置房间#比
如送上客人喜欢吃的水果"根据客人睡眠习
惯调整枕头的种类$高度等等#

今年春节是伊会平在工作中度过的第 *

个春节# %春节是最忙的时候"因此必须留有
充足的人手"保证服务质量# &伊会平说"作
为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主管"她必须努力做到
让每位客人都满意#

伊会平说"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
设"游客明显比以往增加# 酒店业在三亚也
迅速发展"酒店的服务员也日趋紧俏"酒店
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以前酒店
招聘客房服务员的时候还要求年龄$ 相貌"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那么多要求了# &

从事了将近 !#年的酒店业工作" 伊会
平深感其中的心酸和不易# %被客人误解受
委屈的时候肯定会有"但是每次看到我们的
工作获得客人肯定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开
心# &伊会平笑着说"%希望酒店生意越来越
好"我们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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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07 本报记者 89:

大年初六早上 "时许"三亚神龙国际旅
行社俄语导游曹伟平已经赶到大东海一家
酒店# 今天"她的任务就是分别到大东海的
%家酒店"将 &&名俄罗斯游客送上回国的飞
机#

将近 (时" 游客们陆续提着行李来到
前台"曹伟平开始忙着帮游客退房"并一一
告诉他们行程安排$ 注意事项等# (时 %#

分"曹伟平指引游客开始登车# 由于行李很
多" 她和司机费了很大劲才将所有行李塞
进车里#

在去机场的路上"一名俄罗斯游客夸起
了三亚"也夸起了曹伟平#

%在三亚的日子就像在天堂"中国导游
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很感谢他们# &塔丽莎
在三亚度假 !)天" 她对这个总是面带笑容
的中国女孩赞赏有加"%她很细心"也很有耐
心"而且总是面带微笑"我们都很喜欢她&#

赶到机场后" 曹伟平帮游客打包好行
李$办好登机牌# 她和俄罗斯游客一一握手
道别"接下来"她的同事姜朝霞将负责将游
客送上飞机#

今年 &)岁的曹伟平是个山东姑娘# 两
年前" 因为看好三亚的俄罗斯旅游市场"她
从俄语专业毕业后便来到三亚"当起了一名
俄语导游#

%我去年也没有回家过年"也是要在三
亚陪着俄罗斯游客# 其实"在视频上同样可

以和爸妈见面"今年也是在网上陪爸妈过春
节# &曹伟平说"每年 !#月以后"俄罗斯旅游
团开始大批抵达三亚"她要开始一年中最忙
的时间#而在春节期间"只要有游客在"旅行
社就必须安排导游在游客下榻的酒店轮值"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其实在三亚过年
也挺好的"有时也和俄罗斯游客聊聊中国的
新年"他们很感兴趣"还一起吃过饺子呢* &

在回市区的车上"曹伟平接到了一个电
话" 对方正是一名即将登机的俄罗斯游客#

这名游客为了感谢曹伟平"又担心她当面不
接受馈赠" 特意在酒店前台留了一份小礼
物#

%当导游有时会受到很多委屈"俄罗斯
游客有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难免会有向我
们发脾气的时候# 但我们微笑地向他们解
释"积极帮他们解决问题"就能得到理解"很
多游客后来和我们都变得像好朋友一样
了# &挂了电话"曹伟平笑着说"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个偷偷留下小礼物的俄罗斯游客
了#

对于自己的这份导游工作"曹伟平非常
喜欢# 她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
断推进"相信这份工作会更加有前景# %新的
一年里" 我希望俄语口语能进一步提高"收
入能更高"希望每名俄罗斯游客都能带着微
笑离开三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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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黄金周接近尾声"一部部自驾车从四面八
方涌向港口"蜂拥出岛"海口秀英港迎来自
驾车出岛高峰#面对悄然而至的自驾车出岛
高峰"秀英港采取多项措施快速疏运出岛自
驾车"平均每 !!分钟发一班船"使自驾车和
旅客快速乘船过海"港口秩序井然#

据统计"仅 &$日从该港出岛的自驾车
高达 %))&部"刷新了去年春节最高峰 %##%

部/日的纪录"创历史新高#昨天从该港出岛
的旅客达 '+#*万人" 比 &*日增加 !+'万
人# 今天上午 "时至下午 !"时 '#分"从该
港出岛的车辆达 )"**部"其中自驾车 )#$'

部再创历史新高"出岛旅客超过 &+"*万人#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品牌效应引来了
众多外省自驾游游客"今年春节来海南旅
游的自驾车明显比去年多# &海口港务秀
英客运轮渡公司经理张陈慧说#

据张陈慧介绍" 该港从 &*日起迎来
自驾车出岛高峰"&*日从该港出岛的自驾
车 &"!$部"&$日达到 %))&部" 日出岛旅
客突破 '万人#

%面对客流高峰"我们克服大雾天气
影响" 采取多项措施快速疏运出岛自驾
车"避免车辆拥堵滨海大道# &张陈慧说#

近两天"该港开设了 !&个过海车辆售

票窗口"为旅客提供一站式售票服务!车$

客票同时售+" 方便过海自驾车游客购票"

减少自驾车游客在港逗留时间#同时"该港
还启用了 %个能容纳 &###多部小车的待

渡车场" 并开辟了 '条进港登船车道# 此
外"该港还加大轮船发班密度"仅今天上午
"时至下午 !$时"该港共发班 %"个"平均
每隔 !!分钟就有一班轮渡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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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
间"澄迈旅游呈现爆满态势"$天吸引游
客 !*+&万人次"同比增长 %'0#

今天阳光明媚"是出游的好日子"记
者特意到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侯臣咖
啡文化村$盈滨半岛$永庆寺等澄迈各主
要旅游景点转了一圈" 各个景点都是游
人如织# %春节长假七天时间"单我们这
家咖啡馆就有近万名游客前来品尝咖
啡" 而在福山水库旁的总店人就更多
了# &坐落于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中心区
的福山咖啡馆分店店长陈慧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整个春节长假期间"参
观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及品咖啡的游客
达到 !&1*万人次#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
说" 这真正实现了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
%办好一届欢乐节$留下一个产业$带动
一方经济&的目标#

据澄迈县旅游委初步统计" 截至今
天下午 *时"共有 !*+&万人次在春节黄
金周期间游澄迈"同比增长 %'0# 前往
永庆寺祈福和姐妹塔$ 农家乐游玩的游
客约 )+'万人次" 参观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镇及品咖啡的游客约 !&+*万人次"旅
游过夜人数约 '+&(万人次"自驾游客达
到 '+"万人次#

%为准备好今年春节黄金周"澄迈可
谓做足了功夫#&澄迈县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黄金周前"澄迈在保持好生
态游$低碳游$休闲游等旅游线路的基础
上"整合旅游资源"策划推出了海口,永
庆寺,福山的%新春祈福游&线路"并利
用报纸$ 手机短信等形式大力促销澄迈
旅游# 同时逐步完善旅游景区!点+路牌
路标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为游客提供
更多的贴心服务" 该县第二家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于去年 !&月 &(日在福山咖啡
文化风情镇中心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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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 春节黄金周期
间" 我省首批国家 )2级旅游景区南山文
化旅游区共迎客 &'3$万人次" 同比增长
!%+&0"是我省春节期间最旺的景区"也创
下单一景区黄金周游客量新高#

黄金周里" 南山景区连续 *天接待游
客超过 '万人次# 同时"在大年初五"接财
祈福纳祥的民俗文化活动再次迎来客流高
峰"当天入园游客量逼近 %万人次#

自驾游火爆也是一大亮点# 据统计"

从农历除夕到大年初六"!+$万多辆次来自
琼$粤$桂$川$湘$云$贵$渝$豫$鲁$冀$苏$

津$浙$京$黑等地的自驾游车涌入南山景
区# 其中"大年初五的自驾车多达 '&##辆
次# 另外" 出租车频繁出入南山景区近
''##辆次"从三亚市区开往南山景区的公
交车也均爆满#

为了给中外游客营造喜气祥和的氛
围"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期间"三亚在南山举
办新春庙会系列民俗活动#唐卡展$小武僧
表演$共跳竹竿舞等文娱活动"为广大市民
及各地游客献上一道年味十足的文化大
餐# 此外"!#万盆鲜花装饰成各种吉祥图
案" 让游人在三亚不仅能领略到迷人的热
带风光"更能处处感受到春天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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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PQ+ !今天是春节黄金周
最后一天"我省空港迎来旅客返程高峰#

昨天夜间和今天清晨春雾弥漫" 给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进出场航班也造成了较大
影响#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美兰机场了解
到"昨天受大雾影响"美兰机场共有 !!!个
进出港航班取消"其中进港 $)架次"出港
'*架次"有近 )###名旅客滞留#今天中午
!&时"随着大雾逐渐消散"美兰机场航班
开始恢复正常# 据统计"今天美兰机场正

班$加班$补班重叠"当日进出港航班达到
%)!架次"旅客预计突破 *万人"突破通航
以来历史记录# 今晚 "时"海口大雾再袭"

但目前美兰机场未受大雾影响" 起降仍保
持正常#

春节黄金周最后两天是游客返程高
峰# 昨天" 美兰机场已启动航班大面积延
误应急处置预案" 在原岗位人员的基础上
组织员工加班" 尽最大能力保障旅客进出
港需求# 对于滞留的数千名旅客" 机场会
同旅行社$航空公司"在我省旅游部门的支
持下"积极为旅客安排住宿#

由于适逢黄金周" 海口各大酒店住宿
紧张"机场同时采用给住宿补贴"鼓励旅客
自寻住宿的方式" 多管齐下保障滞留旅客
的住宿# 同时"畅通信息渠道"在美兰机场
官方微博上发布实时信息" 通过媒体告知
公众航班信息状况及天气情况#据了解"为
尽快将滞留旅客运送出港" 南航除为旅客
提供餐食饮品以外" 还调派 *架次大型客
机疏导旅客#今天"南航承运进出我省旅客
人数达到 &万多人次" 占进出我省旅客的
三分之一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 (0左右"

创下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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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多个文化旅游
景点的定安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据统计"

龙年春节黄金周"该县文笔峰$张岳崧故
居$ 王弘诲故居等文化旅游景点共接待
游客超过 $+'万人次"同比增长 )+"%!"

旅游收入 %&$+$!万元#

今年春节黄金周"每天至少有 '###

名游客到文笔峰领略道家文化# 定安
县旅游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往年相
比"今年春节黄金周"到定安游玩的观
光团队比重略有下降" 散客比重提升"

自驾车游客增多"海南人游海南和自驾
车游客成为了该县今年春节黄金周的
旅游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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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部的五指山市" 今年春节黄金周
吸引了大批游客旅游# 据统计"!月 &&4

&$日" 五指山市共接待游客达 &3)万人
次"同比增长约 !)0# 其中接待自助自
驾的游客超过总接待量的 (#0# 全市宾
馆酒店平均每天入住率达到 *#0左右#

热带雨林风景区$ 五指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 双拥栈道等森林类项目接待游客破
!3)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针对近年自驾游五指山的游客不断
攀升的现象"春节期间"五指山特别在交
通要道设立了旅游咨询站" 向过往的自
驾车游客答疑解难" 发放五指山旅游折
页和旅游地图"引导游客文明旅游#据了
解"从 !月 &&至 &$日"咨询站每天平均
接待问询的自驾车有 '##多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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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5d efS! 记者今天从海南
电网公司获悉"在供电偏紧的情况下"&#!!年
海南电网完成售电量 !'$3()亿度" 同比增长
!'3&"0#其中大工业用电量和同比增幅最高"

商业用电$ 农业生产用电同比增幅也都呈两
位数增长#

据透露"&#!!年"海南电网售电量 !'$3()

亿千瓦时# 其中'大工业用电量 %%3%亿度"同
比增长 !(3&)0(一般工业用电量 !&3!%亿度"

同比增长 (3%&0( 商业用电量 ')3$*亿度"同
比增长 !$3*'0(居民生活用电量 '*3!(亿度"

同比增长 !)3'(0( 农业生产用电量 "3!! 亿
度"同比增长 !&3&$0#

海南电网营销部主任潘轶峰说" 受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带动" 去年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持续向好" 这有力地支撑了电量的快
速增长" 其中大工业项目对用电的贡献率
最大#

据透露" 大工业用电量从工业行业细分
显示5增幅超过 )#0的行业有'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增长 !%$3#"0" 造纸及纸制品业增长
*(3!&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3*)0"电力生产用电增长 '$&3((0"电气化

铁路用电增长 ($%&3#'0# 从大型企业用电来
看"增幅较大的企业有金海浆纸$中航特玻$

海南英利$华盛水泥及建鹏钢业#

去年海南居民生活用电量达 '*3!(亿度"

同比增长 !)3'(0# 居民生活用电需求保持较
快增长的原因是'其一"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
较快发展" 城市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势头"收入增幅明显高于上年同期"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用电需求不断增长# 二是
随着城农网改造力度加大" 电能质量逐步提
升"以及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普及"居民用电
需求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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