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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为民办实事事项

海口确定11件民生实事
将新开通10条、优化19条公交线路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今日召开的海口市委常委会议上获悉，海口已通
过《2018年为民办实事事项征集表》，确定今年
将为海口百姓办好农村危房改造、基础医疗与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优化交通组织等11件民
生实事。

自2017年10月20日起，海口市政府办公厅
向各区各部门以及全社会公开征集2018年为民
办实事事项，截至当年11月30日，共征集221项
事项。其中，各区各部门提供了72项，向社会征
集到149项。海口先后经过多次会议研究，最终筛
选出11项事项作为2018年为民办实事的内容。

据悉，今年海口所筛选的11项事项共涉及6
个方面。其中包含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
精神的事项2项，涉及医疗卫生和教育事项各1
项，生态环保2项、社会服务3项、交通出行2项。
共需资金约9.72亿元，比去年增加5.22亿元。

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改厕，全市拟新建或改造农村卫生户厕

7400户；
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建设5家

医疗机构双回路电源、提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搭建海口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美丽沙学校和美丽沙幼儿园，改扩建东
山镇第二中心幼儿园、西秀镇第二中心幼儿园和
永兴镇实验幼儿园；

推进五源河湿地公园（一期）项目；
推进海甸溪渔船避风锚地及防风设施建设项

目建设；
进行全市575个“三无”小区消防设施整治；
实施“文化惠民”慰问农民工公映电影观影活

动，对全市191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配备文体设施；
对市区50个路口的交通组织进行优化，对全

市信号灯控路口进行精细化管理；
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新开通10条公交路线，

优化19条公交线路；
购置300辆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公交车，在公

交系统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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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琼州海峡客滚船58艘

50710个客位2771个车位

乡镇渡船39艘，757个客位

旅游客船303艘，13904个客位

今年
春运
期间

省际班线车205辆，9635个客位
省内班线车3153辆，88852个客位
旅游车 2313 辆，68419个客位
市内包车418辆，13179个客位
城市道路共投放公交车4273辆，出租车7567辆

在道路方面

全省计划投放公路营运客车6089辆
共计180085个客位

在水路方面

全省计划投放营运客船400艘
共计65371个客位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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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周金丽 实习生周夏茜）
2018年春运自2月1日起至3月12
日止，共计40天。春运大幕即将开
启，海口火车站积极备战春运，完善
购票设施，增设售票窗口，为旅客春
运出行提供便利。今年春节前春运，
学生、务工、探亲流高度重叠，形成明

显高峰；节后客流持续平稳，学生流、
务工流递进。春运期间，海口火车站
预计发送旅客24.8万人次左右，日均
发送6200人次左右。

从1月下旬起，海口火车站已经
进入客流高峰，1月30日共发送旅客
6217人。春节黄金周预计在正月初
五、初六出现探亲流高峰，元宵节后

迎来务工、学生流高峰，且有可能持
续到3月上旬。客流成分主要以民
工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流向
为广州、长沙、郑州、上海、北京、哈尔
滨、长春等地。

从16：00分余票信息来看，在车
票预售期内，各车次列车车票都较紧
张，只剩余少量车票出售。

为做好春运各项工作，该站还
充分发挥电子引导屏、公告栏、各
代售网点公布电话订票、互联网购
票须知等宣传方式，使互联网购
票、电话订票等购票方式能够在春
运中发挥作用、便民利民。车站售
票厅备有8台自动售取票机，出站
口有3台售取票机，并在出口处设

有更衣室。
同时，增设售票窗口，由原来的

4个增至9个，包括退票问询、动车
票、取票、普通票、学生票、残疾人、
军人等窗口，并根据客流变化及时
调整售取票窗口数量，适当增设学
生专窗，延长售票时间，方便旅客购
票、取票。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茜）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下文要求全省各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要全
力做好2018道路水路春运工作，努
力保证春运期间旅客出行的安全性、
便捷性、舒适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悉，
今年春运期间我省将投入6089辆客
车400艘客船运送旅客。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在对道路、
水路运输市场预测的基础上，针对客
流变化和春运旅客出行需求，制定了
春运期间我省道路水路运输方案，确
保科学配置车船运力，保证运力充足，
避免出现大规模旅客滞留。省交通运
输厅多举并施，将安全生产作为春运
工作的首要任务，全力打造“平安春
运”，要求各有关单位从严从细排查安
全隐患，从快补齐管理短板。

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强化铁路、公
路、水运、民航等不同运输方式的统筹
安排，强化城乡公共交通与干线运输
的衔接，加强城乡公交车、出租汽车与
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火车站、机场
的对接，提升“最先和最后一公里”运
输效率，确保及时集疏运旅客。

并进一步发挥好志愿者作用，开
展“暖冬行动”“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等“情满旅途”主题服务活动，服务好

重点群体，在购票、安检、候乘等环
节，为军人军属提供优先优待和热情
服务；完善老幼病残孕等群体出行便
利设施和措施积极帮助用工人员协
调对接购票、包车等，鼓励设置服务
点帮助务工人员网上购票。在重点
场站为旅客提供餐饮热水供应、急救
药物等基本服务，净化治安环境，努
力为车辆和旅客提供安全、周到、温
馨的服务。

海口—悉尼航线首航欢迎仪式
暨海口旅游推介会举行

澳大利亚旅行商及媒体
考察海南优质旅游资源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高珏）今天晚上，海口—悉尼航线首航欢迎仪式暨
海口旅游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澳大利亚的70
余名旅行商和媒体记者，以及海南本地的旅行社、
酒店、高尔夫球会负责人参加了推介会。

1月30日，海南航空HU447航班从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起飞，开启海口—悉尼空中航线，满载乘
客的航班今天从悉尼顺利返回海口。该航线的开
通将时尚活力、文化多元的悉尼和风光旖旎、纯净
悠然的海口连接起来，为海口、悉尼两地旅游、经
济、文化交流架起一座便捷的空中桥梁。

据了解，此次首航特地邀请了由70余名澳大
利亚旅行商及媒体组成的考察团，对海南开展为
期7天的踩线考察活动，考察行程覆盖了海口、琼
海、三亚及保亭等地的酒店、景区及高尔夫球场，
为澳大利亚游客量身打造了具有海南特色的自助
游套餐线路、高尔夫游线路和休闲度假线路等旅
游产品，将海南的优质旅游资源全方位地展现给
澳洲的旅行商和媒体。

据悉，近年来，海口市非常重视境外航线的开
发和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中澳两国人员交往非
常密切，2017年，有将近9000人次澳大利亚游客
到访海南。下一步，海口市旅游委还将继续按照

“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海南旅游
企业到澳大利亚开展旅游宣传促销，积极开拓澳
洲市场，吸引更多的澳洲游客来海南旅游、休
闲、度假。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梁君穷

1月31日，海口的气温降至10℃
左右，海口府城镇那央湿地却白雾升
腾，前来海南参加Happy Move项
目的中韩志愿者被眼前的景色所吸
引，啧啧称赞冷泉湿地的神奇。

在湿地资源上，上天似乎对海口格
外“眷顾”，堪称“湿地博物馆”。然而，
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报告显示，围垦、
污染、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和基建
占用等问题都在侵蚀着海口湿地。

制定规划、分类保护、全民参与
……从去年开始，一场湿地“保卫战”
在海口打响，一年来海口湿地城市建
设成效显著。日前，国家林业局公布
了全国64处湿地开展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名单，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海口
美舍河湿地公园上榜。近日，海口又
获得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

名，朝国际“湿地城市”目标大步迈进。
碧波荡漾，充满野趣的五源河湿

地公园；白鹭嬉戏，引人入胜的美舍
河湿地公园；丰富的生态资源、演绎
奇妙自然的那央湿地；水草丰美、有
千年农耕文化的潭丰洋湿地……

在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副院长、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
委员张明祥看来，不管是城市里的美舍
河湿地公园、城郊的五源河湿地公园，还
是45个湿地小区，海口在规划和建设中
都应当遵循湿地各自的特色来打造。

海口出台《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
总体规划》就根据地形地貌特点、城市

空间分布特点等因素，划分4个湿地功
能区，12个亚区，对海口市的湿地资源
分区、分类、分方向加以保护利用。

如今的美舍河湿地公园已成为市
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在公园东
南侧的坡地上，有一处占地1.4万平方
米的8级人工梯田净化湿地。梯田湿
地每层高80厘米，可通过生物净化作
用，降解水中污染物。这种方式经济又
环保，目前梯田处理生活污水的能力已
达到每天0.5万吨。而五源河湿地公园
出海口示范段改造已初具成效。

在海口，每块湿地都有不同的规划
和修复方案，分不同类型、依次推进。

更为可贵的是，海口以立法保护
湿地。2017年7月，《海口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湿地保
护管理的决定》公布实施，全面建立
起湿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海口还
组建了国内知名湿地专家参与的“湿
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建立起以海口
市级湿地保护管理局、湿地保护管理
中心、区级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等为基
本构成的湿地保护组织管理体系。

“应该更好地发动民间力量去保
护湿地。”张明祥说。为加快湿地保
护，2017年5月，海口市四个区分别成
立了专门的湿地保护志愿服务队。现

在，每逢周末，志愿者们都会奔赴美舍
河、演丰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三江湿
地保护区开展湿地污染调查、环保宣
传、环境清理等志愿服务活动。

为共筑湿地之城新梦想，此次省
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海口市政务中
心主任吴秋云建议，要探索湿地保护
共管共建共享机制。“可以在湿地确权
登记的基础上，鼓励农民以多种方式参
与湿地保护建设等。充分利用“12345
热线+网格化+志愿者”的模式，鼓励公
民、法人和公益组织等，以志愿服务等
多种形式参与湿地保护工作。”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铁路公安严打
铁路区非法采砂
5男子被抓现行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记者
良子通讯员 韩桂明 邱梅玉）为确
保春运铁路安全，海口铁路公安处
进一步加大对铁路桥下非法采砂的
打击力度，持续保持整治非法采砂
行为的高压态势。1月30日，东方
车站派出所查处非法采砂人员5
人，扣留非法营运车辆2辆。

据了解，昌化江铁路桥底下河砂
堆积，不时有人非法采运。为确保春
运铁路安全，铁警加强线路巡防力
度，严打非法采砂行为。1月30日，
东方车站派出所在进行线路巡查时
发现，昌化江铁路桥下有人在非法
采砂，随即组织警力前往现场，当场
人赃俱获，抓获5名非法采砂人员。

经调查取证，5名违法人员对违
法取砂行为供认不讳，东方车站派出
所依法给予每人行政罚款200元。

琼海“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今日启动

本报嘉积1月31日电 （记者
丁平 通讯员陈卓）今天，记者从共
青团琼海市委了解到，主题为“青春
志愿行，温暖回家路”的琼海市
2018年社会文明大行动春运“暖冬
行动”志愿服务活动2月1日启动，
活动将持续至3月12日。

届时，琼海将组织志愿队伍针
对春运旅客的普遍性需求和老幼病
残等重点游客群体，在火车站、汽车
站、高速路口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
场所，重点围绕引导咨询、秩序维
护、重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救援
五个方面开展服务。

琼州海峡风力5级～6级、阵风7级
～8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我省全面部署2018年道路水路春运工作

将投入6089辆客车400艘客船运送旅客

2018年春运大幕今日开启
春运期间，海口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4.8万人次

获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

海口多措并举重塑“水城”风貌

未来7天琼岛大部地区维持晴冷天气
本报海口 1月 31 日

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林俊汝 陈虹）今天下午记
者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2
月1日～2日，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海南岛五指山以
北地区阴天有小雨，五指
山以南地区多云间阴天，
部分路段路面湿滑，对交
通运输有一定影响，交通
运输气象条件较好。海上
大风天气将给琼州海峡通
航带来明显影响。

最低气温

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9℃～11℃
东部和南部地区 12℃～17℃

海南岛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段能见度
一般，部分路段路面湿滑，对交通运输有
一定影响；其余交通路段气象条件较好

2月1日～2日 受强冷空气补充影响
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
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间阴天

最高气温

北部、中部和西部内陆地区 13℃～15℃
南部地区 18℃～21℃ 其余地区 15℃～18℃

全省主要路段交通气象方面 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方面

2月 1日～2日

全岛交通路段气象条件较好2月3日

全岛为晴冷天气，昼夜温差加大，最低气
温小幅下降，各路段交通运输气象条件良好；
琼州海峡风力6级～8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2月 1日
～3日白天

2月4日
～7日

三亚举办专场招聘会
助就业困难人员找工作

本报三亚1月31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为帮助就业困难
群众就业，该市今天举办2018年三亚市就业援助
月专场招聘会，免费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对
接平台。招聘会上，11家企业共提供了近540个
工作岗位，包括翻译、会计、救生员、幼师、服务员、
保安等多种职位。

据悉，2018年三亚市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
的服务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刑满释放或戒毒康复人员、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条件的去产能中职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等人员。

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待遇在2000元-
4500元之间，且大部分单位没有对求职者提出学
历、专业及工作年限的要求，还有部分单位招聘寒
假工与实习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就业困难人员
找到合适的工作。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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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春运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在
海
口
火
车
站
，一
位
父
亲
带
着
女
儿
正
在
候
车
。

本
报
记
者

袁
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