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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29日讯 （记者
良子 实习生杨文华 特约记者周
平虎）今年春运将于 2 月 1 日启
动，我省交警部门将通过大数据
分析研判，强化路面管控，全面提
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主动
性、科学性、有效性。为更进一步
服务群众出行，省交警总队今天
公布春运期间道路事故多发路段
及安全隐患突出路段，提醒司乘

人员安全出行。

10处事故多发路段

省交警总队公布春运期间10
处道路事故多发路段：1、G98环岛
高速 300-325KM，追尾事故、占
道行驶；2、G98 环岛高速 529-
550KM，追尾事故、未确保安全；
3、224海榆西线107-110KM，未设

置相应的警示标志；4、224海榆西
线 135-153KM，转弯上下坡未设
置警示标志；5、224海榆西线16-
32KM，路面出现坑洞，雨天积水严
重，易发生交通事故；6、223海榆东
线 206-224KM，未设置相应的警
示标志；7、乌那线 11-25KM，陡
坡、弯度；8、美洋线11-24KM，防
护和避险设施不足；9、美洋线35-
45KM，未设置减速带；10、天新线

138-148KM，陡坡、弯度。

安全隐患突出路段

此外，还公布了春运期间交通
安全隐患突出路段：

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特别
是万宁至三亚段、经常有团雾的定
安段、西线澄迈至儋州段、追尾和刮
碰事故较多的海口绕城段。

国道：223国道万宁至三亚海棠
湾、224国道琼中至五指山段。

旅游景点：三亚的南山、天涯
海角、亚龙湾、海棠湾，保亭的呀喏
哒、槟榔谷，琼海的博鳌，万宁的兴
隆等。

市区重点：三亚通往旅游景
点的道路，新海港和粤海铁路南
港码头等车站、码头、机场附近
道路。

公布春运期间道路事故多发路段及安全隐患突出路段

省交警总队提醒司乘人员安全出行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郭萃 实习生周夏茜 洪雨）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2018年道路春运
布置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春运我
省道路客运预计将发送旅客518万
人次，其中旅游车发送168万人次，
班车发送350万人次。

其中海口市道路客运量预计达
到410万人次，水路客运量将达到
400万人次，进出岛车辆约为83万
辆。为做好春运保障工作，海口计
划投放各类客运车辆6800辆左右，
并储备300辆车作为后备运力；水
路方面投入58艘客滚船，同时安排

10辆公交车在新海港提供24小时
疏运保障。

据了解，今年海口春运期间由
于大量人员车辆进岛，将会在节前
和节后分别形成进出岛高峰期，并
总体呈现以下特点：客运总量增速
放缓，铁路、民航依然保持较快增
长；自驾车出行数量快速增长，保障
滚装轮渡运输和道路安全通畅的任
务加重；此外，今年春节较晚，节前
客流相对平稳，节后探亲、务工、学
生开学、旅游返程等客流叠加；海口
汽车总站和新海港的运营，使海口
市人流密集区域出现新的变化，呈

现以东部航空运输、西部港口轮渡、
南部高铁和汽车客运综合运输为主
体的三个人流聚集区。

另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气候
条件总体上对春运影响偏小，但会
出现阶段性、局地性灾害性天气，省
内道路运输主要将受大雾、潮湿气
候影响，进出岛省际道路运输将受
到大风大雾、冰冻雨雪灾害影响。

为加强我省春运工作组织领导
和监督检查，省道路运输局已成立
了全省道路春运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各相关单位、各相关企业要进一
步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认真制定安全防范措
施并狠抓落实，严防春运期间发生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据悉，我省将严格落实三级以
下达不到安全通行条件的山区道路
禁止夜间通行客运车辆的制度；对
交通违法记满分、从业资格证被吊
销的客运驾驶人要及时调离或辞
退；防止超速、超载和疲劳驾驶，严
禁超员、酒驾等严重违法记录的驾
驶人参加春运；省际长途客运车辆
严格执行长途客运在凌晨2时至5
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制度。

同时，加强运营车辆的安全

生产动态监控，专人负责24小时
对车辆的动态监管；加强恶劣天
气预报预警，对天气达不到安全
通行条件的，应暂停线路运营和
车辆发班。

此外，我省还将建立加班车辆信
息库，提前做好应急运力储备；规范
应急运力调派顺序；为减轻海口地区
疏送旅客的压力，为返乡农民工提供
便捷服务，原来没有开通省际客运线
路的市县，仍然延续往年的做法，经
属地运管机构同意后由各市县客运
站联系外省汽车客运站，在春运期间
临时实行站对站疏送旅客。

今年春运道路客运预计发送518万人次
我省将严格落实三级以下达不到安全通行条件的山区道路禁止夜间通行客运车辆等制度

2018年1月29日，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活跃、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29日上午，海口琼山区在三角公园举办2018
年琼山区离退休人员“迎新春·送春联”文化进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邀请10名离退休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为群众送上春联和福字，让大家感受笔尖上的年
味。据介绍，当天活动现场共为市民免费书写春联1200余副。此次活动为期两天。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龙泉 摄

“迎新春·送春联”

海口琼山区
送文化进社区

琼岛本周
最低气温仅为6℃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
解到，预计本周前中期全岛大部分地区维持低温
阴雨天气，昼夜温差较小，后期转为晴冷天气，昼
夜温差加大。

陆地方面，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1月30日
～2月1日，全岛大部分地区维持低温阴雨天气，
昼夜温差较小；2日～4日，全岛转为晴冷天气，昼
夜温差加大。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2日～4日
的夜间，五指山以北地区6～10℃，五指山以南地
区10～13℃。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建议农户积极进
行田间管理工作，继续做好防御低温措施，少量
多次喷施植物助长剂，提高冬季瓜菜抵抗力；同
时针对不同病症选择喷施农药，积极做好病害防
治工作。

海南省气象部门未来30天趋势预测，预计
2018年2月海南平均气温略低，降水偏少。主要
的冷空气和降水时段：2月上旬前期、2月上旬后
期和2月下旬前中期。

应对防范强降温天气

海口做好“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工作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曾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日前海口部
署了强降温及海上大风应对防范工作，在做好过
冬物资统筹调度发放工作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强
民政与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作，发挥“12345”服
务热线的发现和应急处置作用，做好“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工作。

根据部署，海口市将对五保对象供养情况、
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特
别是御寒物资保障情况再次开展专项大检查。
结合“三保障一扶持”活动，开展对受灾、低保、
五保、残疾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慰问活动，保障其
基本生活。

“因务工不着、寻亲不遇、被偷被骗等原因
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落街头和其他发生临时
生存困难的人员可以及时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海口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民政部门也将提高
巡查频率，扩大巡查覆盖范围，为不愿到救助站
接受救助的人员提供必要饮食、御寒物品和详
细求助方式，做好后续定期跟踪劝导工作。

此外，海口还加强了对福利院、敬老院等民政
服务机构的安全检查，逐一排查灾害风险，确保供
水、供电、防火等设备正常运转；对重点优抚对象
和五保户、低保户、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逐户
落实住房、用电等安全检查，及时排除险情；还将
对存在灾害隐患和居住危旧房屋的群众，进行转
移安置。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储备1100吨平价菜
应对寒冷空气来袭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洪
雨）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为应对新
一轮寒冷空气来袭，做好蔬菜保供稳价工作，该集
团调运储备1100吨平价菜，同时将三个“一元菜”
品种调整为南瓜、莲花白、外地大白菜，末端网点
不限量供应。

海口市气象台1月28日14时55分发布寒冷
黄色预警。对此，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积极对
接岛内外蔬菜基地加大调运量，增加所有保供基
地30%订单量，截至1月29日，冷库储备约800
吨，在途约300吨，合计调运储备约1100吨。

同时根据销售情况不断增加调运，保证冷库
每天储备1000吨以上蔬菜，品种主要包括土豆、
外地大白菜、白萝卜、洋葱、蒜头等16个品种。

当前，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蔬菜种植保供
基地种植面积达3010亩，日供应叶菜15-30吨，
地里待采收叶菜保持在50吨，可随时向市场投
放供应。

在保障供应的同时，该集团调整一元菜品
种，加大“一元菜”“基本菜”调运和投放，寒潮期
间三个“一元菜”品种调整为南瓜、莲花白、外地
大白菜，末端网点将不限量供应，保证市场菜价
稳定。目前三个“一元菜”库存储备150吨，在途
还有约100吨。

此外，菜篮子产业集团积极拓展菜篮子末端
网点，截至1月26日，已完成海口建城区171个
社区平价菜店的签约任务，并与建成区内27家
农贸市场签约63个菜篮子直营销售摊位，60个
临时直销点已全面运营，销售菜品为精选保供的
12个叶菜、14个根茎瓜果和4个特殊菜，共30
个品种。

省社会主义学院原院长

施耀忠犯贪污罪受贿罪
获刑6年6个月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余武）民建海南省委原
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原院长施耀忠
在任职省公路设计院院长期间，利用
职务之便，在勘察设计项目分包、建设
工程发包以及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贪污公款4.1005万元、
收受贿赂人民币246万元。

近日，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施
耀忠犯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据悉，在大肆受贿敛财的同时，施
耀忠还将公款用于个人消费。在
2011年至2014年期间，施耀忠使用
公款用于维修私家车及私人住房、购
买家用空调和支付其他个人开支，并
以公务项目报销平账，将公款4.1005
万元据为己用。

因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职责不力
东方5职能部门
被通报批评

本报八所1月29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符书伟）东方市日前对该
市工科信局、国土局、环保局、工商局、
林业局等5个职能部门，在履行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职责中履职不力问题进
行全市通报批评，责令其对存在问题
限期整改，并由市纪委对上述单位相
关责任人启动问责。

近日，根据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
工作部署，省委第五巡视组与市委巡
察办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对东方市
约55家砖瓦生产企业进行巡视巡察
联动调查，发现了上述5个职能部门
存在对砖厂整改不力、落实“禁粘限
实”政策不到位、对非法盗挖黏土行为
监管不严、对污染治理监督不力、对企
业申请登记把关不严、对破坏林地行
为监管不力等问题，致使空气被污染，
环境遭到破坏。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
馨）今天，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1月28日，该支队以警用
摩托开道护送、沿途疏导、绿波放行
等方式，将一名正发着高烧的婴儿
及时送到医院，争取了宝贵的治疗
时间。

当天16时许，海口市交警支队
美兰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一辆

车牌号为琼A1**83的白色小轿车正
在海口市白驹大道东往西方向行驶，
车上一名一个月大的婴儿正发着高
烧，急需赶到医院治疗，请附近警力
配合，保障绿波放行。

接到指令后，正在白驹大道红绿
灯路口执勤的协警周宏斌、唐庆盛和
黄海波立即分头行动，一人驾驶警摩
先期赶到白驹大道大昌路口等候，另
两人分别驾驶警摩，在沿途巡逻寻找

该车。
当黄海波驶至白驹大道琼菜坊

路段时，发现车牌号为琼A1**83的
小轿车，便立即开启警笛，与正好赶
到此处的郑有兴一起，驾驶两辆警摩
在该车的前方开道，一路引导该车驶
往秀英省人民医院。

由于当时白驹大道车流量较大，
为了能够尽快顺利到达医院，黄海波
和郑有兴通过对讲机请求沿途执勤

人员配合疏堵，为急救车开辟快行通
道，确保绿波放行。

最终，在执勤交警的一路护送及
沿途疏导保障下，原本需要近一个小
时的车程，在十五分钟后就顺利到达
医院。

由于交警的一路暖心护送，使发
烧的婴儿得到了及时救治，家长对紧
急时刻快速施援提供帮助的执勤交
警表示了感谢。

争分夺秒，警民配合暖人心

海口交警紧急护送发烧婴儿及时就医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记者徐
慧玲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黄金
玉）男子酒后乘坐公交车与司机发
生口角，公交车还在行驶途中竟用
脚踹司机手臂，导致公交车失控撞
上路边围墙，所幸无人员受伤……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三
亚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张某营依法
刑事拘留。

1月25日21时许，三亚市公安

局吉阳分局鹿回头派出所接到三亚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称，在吉阳
区小东海路观景平台附近，一名醉
酒男子辱骂并殴打正在驾车的公交
车司机，导致公交车失控，撞上观景
平台围墙。三亚市鹿回头派出所民
警赶往现场，根据司机王师傅指认，
民警依法将张某营传唤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了解，当晚 21时许，乘客张

某营在亲戚家喝完酒后，与妻子在
三亚市双海湾二期公交车站乘坐
26路公交车返回桶井村的住处（需
在三亚市委上落站中转）。上车后，
张某营误以为司机责怪他们不买
票，便与司机王师傅发生口角，并一
路辱骂王师傅。

当车辆行驶至观景平台时，张某
营突然用右脚踹王师傅的右手臂，导
致方向盘失控。王师傅立即猛踩刹

车，车才停了下来，但车头右侧撞上
围墙，后视镜破裂。当时车辆处于上
坡路段，路上还有多辆正常行驶的车
辆，所幸未酿成事故，车上12名乘客
均未受伤，但受到惊吓。

经审讯，张某营（男，61岁）如实
供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
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营已被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一醉酒男子脚踹司机致公交车失控撞墙
所幸无人员受伤，肇事者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拘

梦想一夜暴富
挪用近70万元公款买彩票

海口一公司
女出纳获刑1年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一夜暴富
是海口某公司女出纳梁某内心惦念已
久的梦想，为了圆梦，她一次次将黑手
伸向公款，前后共挪用近70万元公款
购买彩票。最终一夜暴富成泡影，却
换来自己锒铛入狱的结局。近日，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
处梁某有期徒刑1年。

南航推出机票预约服务

旅客假期
可抢购特价机票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佳薇 楚洪雨）南方航空近日推出机票预约服
务，旅客在登录南航APP选好所需航班后，输
入期望的机票价格和出行时间，系统会24小时
不间断为旅客搜索条件相符的机票，一旦出现
匹配的机票，南航会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
方式告诉预约者“机票降价了”，提醒大家及时
抢购特价票。

聚焦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