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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七天海南岛
大部地区天气较好
利于出行返乡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董立就 李勋）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
2月7日～9日，受冷空气影响，海南岛陆地多云
间晴，交通运输气象条件较好；海上风力有所减
弱，对琼州海峡通航影响较小。

陆地方面，预计2月7日～9日，受冷空气影
响，海南岛多云间晴；最低气温西北部内陆和中部
山区8～10℃，其余地区11～14℃，最高气温北
半部地区17～21℃，南半部地区23～26℃。

预计2月7日～9日，全岛交通路段气象条件
较好，琼州海峡风力5～6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好。

预计2月10日白天，全岛大部地区以多云为
主，各地气温逐渐回升；10日夜间～12日，受新的
冷空气影响，全岛多云转阴天，局地有小雨，气温
有所下降。2月13日，全岛大部地区以多云为
主，各地气温逐渐回升；各路段交通运输气象条件
良好；琼州海峡风力5～6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好。

注意！春节海口这些区域禁放鞭炮
违者或被罚款100至500元；14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应有成年人陪同

设计日发送能力1万人次

东方新汽车站
开业运营

本报八所2月6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迅员麦世晓）今天，位于东
方市八所镇解放东路的东方市新汽
车站开业运营，并于今天5时，发出
了首班车。

东方新汽车站坐落于该市解放
东路北侧，是国家一级客运站，总规
划占地面积82.5亩。目前建成的
东方汽车站一期建筑面积约1.5万
平方米，包括客运大楼、车辆检测站
等设施。

今天5时，首班车从八所发往
海口西站。据东方汽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东方汽车站设计发送能力为
每日1万人次，日发班次可达1000
个。班次发往除万宁、陵水以外的
全省各市县，以西线为主，也有发往
广东、广西等省份的省际班次。

车站大厅设有 5台自助售票
机，人工售票窗口设有“农民工、学
生售票窗口”，旅客还可以通过手机
微信购票。

“今天回家过年！”49岁的贵州
安龙县人岑永安今天一早赶到东方
汽车站乘车返乡，“新车站很敞亮，
设备也先进。”他说道。

东方汽车站还设有重点旅客候
车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

“今后我们要把相关的配套服务纳
进来，像餐饮、购物，包括旅游集散
等。”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

本报金江2月6日电 （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王国辉）记者今天下午
从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2月
7日10时许，G98西线高速澄迈往海

口方向将恢复通车，过往车辆不必再
从老城绕行。

“目前，仍有大量西往东车辆途
径老城返回海口市区。待明天G98

西线高速恢复通车后，老城区域的交
通压力将大大缓解。”澄迈县交警大
队有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11月29
日起，相关单位对G98高速澄迈白

莲互通至海口狮子岭互通南半幅进
行封闭施工，管制路段原定于2月
10日恢复通车，现将提前完工并恢
复通车。

G98高速澄迈至海口方向今日恢复通车
过往车辆不必再从老城绕行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记

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海口绕城高速龙桥互通匝道第一阶段改

建施工已完毕，于今天17时开放通行，
经龙桥互通西向南洋浦往三亚、北向东

海口市区往美兰机场、西向北洋浦往海口
市区的3个方向匝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海口绕城高速龙桥互通匝道第一阶段改建施工完毕

3个方向匝道恢复通行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向勇刚 董悦琪 实习生
周夏茜）记者从海南铁路港口了解
到，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进出岛客
流车流自2月3日起开始明显增加，
铁路港口日均发送旅客1.3万人次，
汽车约2500辆。为应对节前客流车
流高峰，铁路港口调剂运能，开行了
14对航班。

据介绍，为应对进出岛客流车流

高峰，铁路港口严阵以待，各部门通
力合作，在运能保障、车辆安检引导、
售票和旅客乘降组织等关键环节上
想办法、下工夫，每天调剂最大运能，
开行14对航班，最大程度满足人们
的出行需求。

其中南港开点为：01：20、02：
50、04：20、05：53、07：23、08：51、
10：28、12：05、14：16、16：20、18：
36、20：39、22：20、23：50；

北港开点为：00：35、02：05、
03：38、05：18、06：40、08：10、09：
40、11：22、13：10、15：23、17：25、
19：23、21：15、22：53。

海南铁路港口提示，临近春节，
进出岛客流车流还会迅速攀升，预计
最高峰将出现在2月9日至13日。
由于铁路港口还需承担进出岛客货
列车运输任务，以下客列航班的运能
春节前会比较紧张：南港18：36、20：

39、20：20、08：51、14：16、16：20；北
港 03：38、05：18、08：10、09：40、
15：23、17：25。

其中南港下半夜、北港上半夜
票源车位较为充裕，旅客出行前，
最好先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航班
动态，尽可能错开出行高峰，避免
耽误出行时间。南港电话：0898-
31686888；北 港 电 话 ：0759-
6530999。

海南铁路港口开行14对航班
应对节前客流车流高峰

关注春运交通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
代亮）“感谢海口铁路公安的热情帮助，让我们一
家人又团聚了！”2月5日晚，从吉林飞到海口的高
先生握着海口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的手连声致谢。

当天中午12时许，海口火车站派出所接到一
个从吉林打来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的高先生
说，母亲和女儿来海口度假，他和父亲两人本打算
当天乘飞机来海口，接母亲和女儿回家，不料母亲
的电话突然联系不上。住宿的酒店说，母亲和女
儿已退房，“上一次通话，母亲说她想坐火车回家，
但不知道是否买了火车票。”高先生语气急切。据
其介绍，母亲精神有点问题，还带着5岁的孙女，
十分担心她们出什么意外。

了解情况后，海口火车站派出所根据高先生
提供的信息与照片，安排警力在查缉口、票厅、
候车室等区域寻祖孙两人的身影，同时到车站售
票处查询她们是否已购票。经查，60岁的傅奶
奶已购买当天15时46分海口至广州的Z112次
列车的车票，民警在候车大厅逐人排查，终于找
到了她们。民警立即联系远在吉林的高先生，让
他来接人。

民警随后将祖孙两人带到海口火车站派出所
休息室休息，并给她们端上热乎乎的饭菜。因错
过了乘车时间，民警还到车站帮她们退掉了车
票。当天晚上20时许，从吉林飞到海口的高先生
在海口火车站派出所见到了“失联”的家人，一家
人终得团圆。

60岁老人带孙女海口“失联”

海口铁警热心助团圆

2月5日晚，高先生在海口火车站派出所内
见到了“失联”的母亲和女儿。 (图片由警方提供）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曾涛

2月4日晚饭过后，海口市民间
灾害应急救援队的志愿者走上街头，
对过去一周援助过的流浪人员进行
不打扰式回访，悄悄查看是否还有衣
被单薄的流浪者。次日凌晨，志愿者
发现，除了个别人员外，海口大部分
流浪者都已接受过棉被等御寒物资。

一周之前，在海口市民政局和
海口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组织发起
下，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向
社会各界发出“召集令”，号召爱心
人士捐赠御寒物资，帮助流浪人群
抵御寒冬。

“老乡，您的被子很单薄，半夜会
更冷，我给您多添一床棉被好吗？”这
是自1月29日“御寒行动”之添暖送
温志愿服务开展以来，志愿者们常挂
嘴边的一句话。

活动开展之前，志愿者们对流浪
人群寄宿点进行了信息收集；活动开
始后，首先在流浪者较集中的寄宿地
点设置了“御寒物品免费领取”共享
平台，让需要帮助的流浪者能自行选
取御寒物资。

入夜后，志愿者们走入街头巷
尾，来到流浪人员身边，轻声细语问
候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如果流浪人员
已经睡着，志愿者会为被褥单薄者悄

悄添上棉被。
“那晚，一位暂住在公厕的流浪

者，强调自己不需要帮助，让我们把
他当朋友就好了。但我们发现他的
被子确实太薄了，最后悄悄把一床棉
被放在了门口。”海口市民间组织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志愿者在回访
中发现，悄悄盖上或是留下的被子大
部分都被流浪人员用上了。

每天上街送温暖之前，海口市民
间灾害应急救援队负责人“石头哥”
郑磊都会向志愿者们强调，要充分尊
重流浪人员的受助意愿，不打扰和干
涉流浪人员目前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与生活状态。

“这次‘御寒行动’共出动8车19
人，搜寻了海口市三分之一的区域，
以多种方式向流浪人群捐赠了50多
条棉被及多批其他御寒物品和食
物。”石头哥介绍。

“进入寒冬以来，海口市民政部
门发动了海南阳光义工社、海口市
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等民间组织参
与到‘御寒行动’中来，他们的善行
在寒夜里，温暖了流浪人员的心
窝。”海口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吴嫣介绍，春节前，他们将动员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御寒行动”，让温暖
点亮椰城之夜。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海口开展“御寒行动”为流浪人群送棉被

“不打扰”式送爱心 让温暖点亮寒夜

海南森林公安侦破涉林
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4人落网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海青 莫翔竣）日前，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在省森林
公安局的指导下，跨省侦破海南首例涉林伪造、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系列案件，4人落网，缴获伪造的
《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证》及制作设备工具一
批，斩断了一条由广东至海南的持假证运输绿化
树木的非法货运线路。

2017年11月27日，海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
检疫站在海口新海港码头查获持伪造证件运输绿
化树木入岛的大货车。移交后，海口市森林公安
局决定与2016年“11·29”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案件并案侦查，专案组民警赶赴广东调查取
证。在广东森林公安支持下，专案组于去年12月
23日在广州将犯罪嫌疑人彭某抓获。经审，彭某
供述了其向徐闻县的“陈生”“李生”购买伪造的
《植物检疫证书》和《木材运输证》，并提供给货车
司机运输树木的事实。

随后专案组确认“陈生”和“李生”实为徐闻人
蔡某艳及谢某，并于2018年1月9日将涉嫌帮彭
某把伪造证件送给货车司机的徐闻人黄某任抓
获。近日蔡某艳、谢某到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投案。

经查实，彭某为赚取中介费，于2016年10月
起以每车200元的价格，多次向蔡某艳、谢某购买
伪造相关证件，再由黄某任将伪造的证件交给运
输绿化树木的货车司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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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椰林2月6日电（记者林晓
君 通讯员童国强）记者日前了解到，
以海洋旅游项目为主打产品的陵水
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再添鳐
鱼观赏项目，并将于近日向游客开
放。届时，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10
多只鳐鱼在浅水里游动、捕食，并可
与鳐鱼互动。

据了解，鳐鱼又称魔鬼鱼、老板
鱼，属常见鱼类，广泛分布于热带和温
带各近海岸海区。分界洲岛鳐鱼观赏
互动区紧邻景区码头，位于纯自然海
域。鳐鱼在观赏区内自由游动、捕
食。游客可以观赏到鳐鱼捕食、玩耍
的情形，并可拿鱼块给鳐鱼喂食。该
项目将丰富游客在景区的游玩内容，
增加海洋旅游乐趣。

分界洲岛旅游区是中国首家海岛
型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
内有海洋剧场、海底观光潜艇、“海上
飞龙”、潜水、珊瑚展区、海捞瓷展区等
海洋特色旅游项目，其中海洋剧场有
海豚、海狮互动表演，是游客了解海洋
生物的一个好去处。

本报海口2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2月1日，五指
山市境内发生一起死亡3人的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死者为22岁的摩托
车驾驶员，以及分别为12岁、16岁的
摩托车乘车人。经初步调查，肇事驾
驶人无证驾驶摩托车、超员载人及违
法占道超车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为进一步遏制无证驾驶违法
行为的高发态势，近日省交警总队在
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
击农村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超员载
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近年
来，我省因无证驾驶违法行为引发的
交通事故较多。据统计，2017年全

省无证驾驶机动车致交通事故1240
起，死亡214人，受伤976人，分别占
全年交通事故总数、死亡人数和受伤
人数的2.3%、21.6%和8.2%。今年春
运大幕已启，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务
工返乡流、学生放假流叠加，无证驾
驶、摩托车超员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易发。

据交警部门分析，无证驾驶交通
违法行为有几个特点：一是无证驾驶
摩托车违法行为突出，2017年无证
驾驶摩托车引发交通事故963起，死
亡164人，受伤825人，分别占无证
驾驶肇事总数的 77.7%、76.6%和
84.5%；二是我省西部地区无证驾驶
导致交通事故的情况较为突出，乐

东、东方和澄迈此类事故多发；三是
国道、省道无证驾驶违法行为高发，
海榆西线、毛九线、什邦线和天新线
事故多发；四是事故发生时段集中，
16时至20时是无证驾驶肇事频发时
段，2017 年共发生 314起，死亡 57
人，22时至凌晨3时无证驾驶肇事致
死率较高，2017年发生240起，死亡
61人。

为进一步遏制无证驾驶交通违
法行为的高发态势，省交警总队在全
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农村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超员载人
等严重违法行为。要求各地交警部
门根据无证驾驶及摩托车违法行为
发生的时段和特点，利用早晚设卡盘

查、流动巡查、到乡镇集市等人群密
集场所清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处罚
无证驾驶违法行为。严格落实顶格
处罚措施，对于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人一律予以行政拘留处罚。对涉及
到的摩托车超员载人、不戴安全头
盔、逾期未检验、驾驶报废车等违法
行为，一律合并处罚。要充分发挥乡
镇交管站、农村劝导站和乡镇交通安
全员、农村劝导员等“两站”“两员”作
用，及时劝导、纠正面包车超员、货车
违法载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违
法行为。要通过大喇叭、展板，进村
入户发放小册子、传单等形式，宣传
无证驾驶肇事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引
导群众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我省开展无证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顶格处罚！无证驾驶一律予以行政拘留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政府了解到，
该市已明确了今年春节期间（2月15
日0时至3月3日24时）禁止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的范围，违规燃放者将被
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在“禁鞭”区域
外燃放需有成年人陪同。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海口以下
区域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椰海大
道以北，粤海大道以东，南渡江以西形
成的闭合区域（含海甸岛、新埠岛和司
马坡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学
校、敬老院、医院、商场（市场）、宾馆
（饭店）、体育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

机场、客运车站、码头、铁路沿线、加油
站、液化石油气站、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子站、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易
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等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的场地及周边安全距离和
山林防火区以内区域；法律法规禁止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同时，节日期间遇不利于污染物
扩散天气状况，有关部门可采取在海
口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
临时性限制措施。

在禁止燃放的区域内燃放烟花爆
竹，或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
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按
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处1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在禁止燃放区域外燃放烟花爆
竹，应当按照燃放说明燃放，不得危
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14周
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
由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生产、
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对违反规
定的，海口公安、安监、工商、质监、交
通、消防、市政市容等相关部门将依法
严厉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对非法生
产、经营、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
的行为通过拨打110进行举报。

图中红色部分为今年春节期间海口禁止销售、燃放鞭炮的区域。
（海口市政府供图）

2月4日，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
景区工作人员在喂食一只鳐鱼。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陵水分界洲岛
新增鳐鱼观赏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