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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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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据悉，春节期
间，我省部分路段将因施工需要实施
交通管制，省交警总队今天公布春运
期间施工路段，提示广大驾驶人出行
前提前规划路线，确保安全出行。

中线高速公路 K90 + 300 至
K102+700段（枫木互通至乌石互
通）（琼海、万宁），管制时间：2018年

1月6日至2018年7月10日。管制方
式：封闭中线 K90+300 至 K102+700
左幅、右幅正常，琼中屯昌往方向绕
行 G225 国道；白莲互通至丘海互通
（澄迈、海口），管制时间：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8 日。管制方
式：对白莲互通至丘海互通南半幅进
行封闭施工；G9812环岛高速公路
K50+690至 K52+050段（定安），

2017年7月10日至2018年3月31
日，全幅封闭施工。

G98环岛高速公路K87+920至
K92+700段（从白石岭互通至中原
互通）（琼海），管制时间：2017年7月
3日至2018年5月15日。管制方式：
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对 G98 高速 K87+920 至 K92+700 段
采取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S213省道

K6+400至K6+620段（海口），管制时
间：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6月10
日。管制方式：左右幅采取全幅封闭；
G223国道K125+400至K125+950
段（万宁），管制时间：2017年8月12日
至2018年3月11日。管制方式：左右幅
采取全幅封闭。

G98高速K357+280至K359+
270段，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

2月4日，右幅封闭，左幅双向通行；
G9811中线高速K91+300至K102+
700段，2018年1月16日至2月12
日，全幅封闭；G98环岛高速K79+
650至K80+650左幅，2018年1月19
日至2月4日，小型车辆：左幅封闭，右
幅双向通行；重型车辆：封闭左幅，需
绕行白石岭互通-万石墟-G223国
道-嘉积镇-琼海互通-G98高速。

省交警总队公布春运期间交通管制路段

行驶这些路段，请留意

本报海口 1 月 30 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王春苗 实习生周
夏茜）2月1日，2018年春运即将拉
开序幕，预计今年春运期间，海口、
三亚、博鳌等3地机场起降的民航
航班将达 3.6 万架次，输送约 600
万人次旅客往来琼岛，较往年呈平
稳增加趋势。

作为空中交通保障单位，海南空
管分局切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精心组织，以确保安全为前
提，提高航班正常为核心，做好春运
保障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空管在
民航运输的中枢作用。

目前海南空管分局已完成了对
包括地空通讯等所有空管保障设备

的全面检查和维护，春运期间天气趋
势的预判，航班流量分布预测，非常
态运行处置程序梳理等一系列准备
工作；结合往年保障特点和新的形
势，针对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大雾天
气、大流量运行及其他特殊情况，如
机上出现危急病人等影响飞行正常
的情况，对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专项
理论及模拟机培训。

春运期间，海南空管还将进一步
提高对重点设备的巡视检查，加强对
复杂天气的会商和预报，强化人员值
班力量，加强与相关军民航保障单位
的沟通和协调，全力以赴，最大程度
保障春运期间进出海南地区航班安
全、平稳、高效运行。

预计起降民航航班达3.6万架次

今年春运海南机场将输送
约600万人次往来琼岛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何方 实习生周夏茜）
记者今天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了解
到，为圆满完成2018年春运旅客运
输任务，该公司成立春运工作组，
以“安全平稳、合理调配、便捷有
序、服务优良”为目标，制定春运工
作方案，强化各项服务措施，让旅客
出行体验更美好。

2018年春运预计节前客流相对
集中，务工流、探亲流与学生流将相
互重叠，且因海南独特的地理环境，
过冬度假、旅游观光客流将会增
加。期间，海南铁路管内普速线预
计发送26万人，日均发送6500人，
同比增长4.6%；环岛高铁线预计发
送396万人，日均发送9.9万人，同
比增长7.6%。

为有效缓解车站售票窗口和实
名制验证压力，从2018年1月3日开
始，海南铁路管内各站自动售票机，
除了可以发售本站出发的相关线路
列车车票，还可以发售异地车票。海
口东、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
三亚站共增设23台自助实名制验证
闸机，确保在春运前安装到位。

此外，因受铁路茂湛线施工影
响，列车运行调整图时间刚好和春
运时间同步，对列车运行调整事项
作出以下提示：一是茂湛线施工期
间（从2018年2月1日起至另有通
知时止），Z201次列车取消湛江西
站办理客运业务；二是春运期间
（2018年 2月 1日～3月12日自始
发站起），Z112次列车取消茂名站、
丹霞山站办理客运业务；三是节后

（2018年2月16日～3月12日自始
发站起），K457、K458次列车取消衡
山站办理客运业务，K512次列车取
消阳春站办理客运业务，Z111、
Z112次列车取消赣州站、吉安站办
理客运业务，Z385次列车取消吉安
站办理客运业务。

海南铁路特别提醒旅客，一是
火车票票面标注的乘车时间采取的
是 24 小时制，例如：1 月 31 日的
K1168次列车在湛江西站发车时间
为凌晨1时08分，那么，就应该在1
月30日晚赶往湛江西站候车，而不
是在31日晚才去候车，这样就不会
错过乘车时间。二是在互联网上购
票或电话订票的旅客至少提前2小
时到车站换取纸质车票，避免旅客
集中取票耽误行程。

海南铁路全力备战春运
火车票票面标注乘车时间采取24小时制

航空

文昌“椰林工程大行动”
3年将种30万亩椰子树

1月30日，文昌东阁镇工
作人员正在栽种椰子树。

文昌市从2017年起启动
了“椰林工程大行动”，要在3
年内种植30万亩椰子树，优
化椰子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
入，并把椰子作为海防林、景
观建设的重要树种开展种
植。2017年，文昌市采取由
市级财政投入资金采购发放
给农户种植的做法，完成椰子
树种植76.6 万株，占年计划
任务的127.6%。

据了解，大力推广椰子基
地化种植，不仅改善居住环境
和提升生态品位，还将带来价
值不菲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三亚 1月 30日电（记者宗
兆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订餐
备受海南群众和外地游客青睐，而
网上订餐出现的消费纠纷也日渐增
多。近期一些群众向三亚市工商局
反映：在网上团购海鲜大餐时，经常
出现商家菜品标识不规范，涉嫌误

导消费者。三亚市工商局近日集中
开展了海鲜排档专项整治，对1800
余家三亚海鲜排档网上店铺进行检
查，共发现 145 家海鲜店在网上销
售套餐时，存在菜品标识不规范、涉
嫌误导消费行为。

据了解，有不少群众反映三亚

部分海鲜排档网上销售的海鲜套
餐，在商品标识上存在不以真实信
息标识的行为，极易造成消费者误
解，产生消费纠纷。三亚市工商局
为此专门约谈了三亚海鲜排档协
会，并下发《关于规范海鲜排档网上
经营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工商所立

即对辖区内所有海鲜排档网上经营
行为进行约谈整改。

为保障三亚海鲜排档市场网上
经营稳定有序，三亚市工商局开展
了海鲜排档网上经营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网上销售海鲜套餐标识是否
规范。工商人员共对 1800 余家三

亚海鲜排档网上店铺进行专项检
查，发现 145 家海鲜店存在不规范
行为。对存在问题的海鲜店，三亚
市工商局建立主体名单，交由辖区
工商所认领。要求对标识不规范的
责令整改；对逾期不整改的，依法予
以查处。

群众投诉网上购买海鲜大餐不规范，工商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三亚145家海鲜排档网上店铺被责令整改

三亚市110报警平台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有一位三亚市民不慎摔倒在鹿回头半岛东海角和

海浪角之间的山谷里，导致脚部骨折，目前情况危急，
已通知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希望协调相关部门尽
快处理。

三亚市12345分平台回复：
接到情况反映后，三亚市12345热线及时告知三亚市公

安消防支队和三亚市吉阳区政府，经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
联合南海救助站进行搜救，最终成功将求助人解救到搜救
船上，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海口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7号明珠苑大厦8楼，有住户

破坏承重墙结构，并在承重墙上打了一个大洞，没有办理任
何手续就肆意破坏，请城管部门及时处置。

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
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国土二中队滨江组

队员第一时间赶到琼州大道7号明珠苑大厦8楼，发现803
住户属于违规装修，正准备在承重墙上开门洞。城管队员
现场告知该业主不允许破坏承重墙，责令马上停止施工，恢
复原状，业主当场进行整改。

海口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海口市滨海大道金沙湾二路有人非法采砂，希

望国土、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处理，及时打掉这个非法
采砂点。

海口市公安局西秀派出所回复：
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会同秀英区国土局

执法人员和西秀镇政府工作人员查处非法采砂行为，民
警当场协助国土执法人员将三辆非法采砂车辆及司机查
扣，国土部门将做进一步处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宗兆宣整理）

群众野外受伤谁来帮忙？ 住户擅自破坏大楼承重墙谁来管？ 非法采砂谁来管？

铁路

丽星邮轮将在三亚推出
首个“海上酒店”概念
为国内外宾客呈献海上“星”年味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赵优）海南市民
和游客又有度假新选择。春节临近，丽星邮轮宣
布旗下“双子星号”正月起将继续以海南为家，开
启以海口和三亚为母港的全新系列航线，包括由
三亚出发的6天5晚越南胡志明市、头顿市、芽庄
经典之旅，由海口出发的6天5晚越南胡志明市
及芽庄悠游之旅或菲律宾马尼拉及苏克比湾探秘
之旅，以及3天2晚越南岘港或下龙湾巡游。这
是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星耀海南，菲越2018”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作为首家于海南开展母港营运的国际邮轮公
司，丽星邮轮与海南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2011
年，品牌旗下“宝瓶星号”就落户海南三亚，成为第
一艘以海南为母港的国际邮轮；2013年，“双子星
号”接棒，继续于三亚开展母港航线；而今年2月，

“双子星号”将再次造访海南，为更多的国内外旅
客开启邮轮新旅程。

“海南岛是中国旅客冬季出游的首选，‘双子
星号’此次特别设计的‘星耀海南，菲越2018’系
列航线将为在海南避寒的旅客们带来更为丰富的
冬季休闲选择，将其度假范围轻松延伸至周边的
越南、菲律宾等地，同时，对于岛内居民来说，多条
长短不一的全新邮轮航线亦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出
游机会并升级了当前的休闲旅游模式，此举可多
维度拓展及丰富海南的旅游度假市场。”丽星邮轮
总裁洪茂林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双子星号”将于2月7日至2
月16日（大年初一）期间停靠三亚凤凰岛国际邮
轮码头，并化身“海上酒店”，推出系列超值礼遇，
为国内外宾客呈献海上“星”年味。丽星邮轮此次
春节期间在三亚推出首个“海上酒店”概念，希望
以与众不同的邮轮生活方式为三亚春节旅游市场
带来更具特色的度假新选择，也为更多游客提供
一次难得的国际邮轮初体验。

春节期间海南电网
将实施二级保供电
新增及更换配电变压器219台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伍昭静 实习生周夏茜）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海南
公司了解到，春节期间该公司将在全省范围实施
二级保供电。春节前，为解决部分地区负荷高、电
压低等问题，该公司将新增及更换配电变压器
219台，全力确保春节期间居民用上舒心电。

据悉，春节期间，全省预计最高负荷355万
千瓦，日最大供电量5800万千瓦时，全省电力供
需平衡。南方电网海南公司对供电线路、设备加
强巡视，应用信息手段实时观察运行情况和运行
参数，及时消除隐患和缺陷，计划春节前解决全
省16条10千伏及以上线路、27台35千伏及以
上变压器的重过载问题，确保重要用户和民生安
全用电。

同时，南方电网海南公司深入了解保电用户
的用电需求，对机场、高铁、旅游景区等重要场所，
候鸟小区等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做好应急预案，主
动指导客户开展设备消缺、应急电源紧急启动检
查，提升供电保障能力。

该公司还将为重要地段、特殊用户提供用电
保障；做好恶劣天气用电预测，加强节日期间抢修
人员、抢修物资、发电机等配置；加强值班巡视制
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在发生供电
故障时迅速恢复供电。

“椰城市民云”APP
实现功能智能分类
老人、女性、青年可按需查找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记者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了解到，为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椰城市民云”APP针对
119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智能分类。目前，老人、
女性、青年三类人群可按需求查找服务功能。

目前，“椰城市民云”的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已
达到119项。服务功能数量提升了，用户查找难
度却增加了。不少市民反映，平时常用的功能就
只有几项，但每次找功能图标都要在长长的菜单
中搜寻，很不方便。

针对用户的反馈，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
化局结合不同年龄段对不同服务的需求，在“椰城
市民云”中首先对“老人、女性、青年”进行了服务
分类，分别设置为“助老常用服务”“女性常用服
务”“青少年常用服务”三个服务导航。

老人群体最关注的服务当属健康、天气和菜
篮子。“助老常用服务”导航包括了文体活动、找公
厕、菜价走势排名、菜篮子、公交路线、公交换乘查
询、台风路径、降雨预测、空气质量、医疗健康、健
康档案、医保定点医院等十余项服务功能。

女性群体关注旅游、购物、生活缴费等生活内
容。“女性常用服务”导航下，包含了社保查询、不
动产查询、生活缴费、美兰机场免税店、椰城旅游、
透明厨房监控等功能。

青少年群体关注于各项考试相关的服务。
因此，“青少年常用服务”导航包含接种服务、预
防接种查询、新生儿重名查询、出生申请进度、
中考录取查询、高考成绩查询、文体活动、图书
馆检索等功能。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椰城市民云”还将继续优化，系统将根据用户的
性别、年龄、职业等，推荐适当的服务功能。同时，根
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及功能使用的频率，智能地形成
一个“个性化”服务排行。据了解，智能“主动”推荐
服务将在“椰城市民云”1.3版本中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