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4日～26日

全岛多云为主，东半部
局地有小阵雨，气温回升。

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1℃～26℃

西部和南部地区26℃～28℃

最低气温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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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疏堵奋起疏堵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连日来，省交通
运输厅为做好滞留旅客的保障工作，
采取多种措施，全系统上下联动，与
海口市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抗
雾保通工作，有序组织解决此次琼州
海峡轮渡突发事件。

“让旅客平安过海返家是交通人
的职责”，过海车辆旅客滞留情况出
现后，省交通运输厅立即成立了工作
小组，层层动员。2月18日至21日，
该厅直属单位共约2000多人次放弃
休假，坚持工作在各自岗位和三大港
口现场第一线。

为确保滞留车辆旅客以最快的
速度过海，省交通运输厅还积极与广
东有关部门沟通，争取在船舶放空等
方面给予大力协助；并紧急启动应急
疏运预案，要求港航企业最大限度缩

短船舶装载速度。在省交通运输厅
的积极协调下，广东海南两省港航企
业进岛空航103艘次，极大地提高了
疏运效率，减轻海口港区和道路拥堵
压力。

在抗雾保通工作中，全省交通运
输系统各职能部门始终保持着高效
运转。省海峡办全体干部职工取消
休假，积极协调广东省海峡办和琼粤
两省企业，为加快疏运发挥了重要作
用；省港航管理局进一步加强航道、
航标的养护管理，确保航道安全畅
通、航标处于良好技术状态，为夜间
疏运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保障。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还积极组织
省港务公安局、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省港航管理局200多名干警和执法
人员，分为多个工作小组，全力投入

秀英港、新海港码头生产运输一线，
与交警等部门密切配合及时引导车
辆排队有序通行，确保了滞留码头内
的旅客、车辆秩序稳定。滞留期间，
三大港区均没有发生重大案事件、人
员踩踏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

在海口市新海港售票大厅前，省
交通运输厅志愿者张春宇正忙着给
过往行人发放面包和矿泉水。他说：

“作为一名海南交通人，尽微薄之力
服务广大旅客，把路途中老百姓的心
暖热了，情绪缓解了，这就是我们交
通人的职责。”

连日来，滞留旅客状况也始终是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上下关心的问
题。为此，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全系统
志愿者900多人次，在三大港口道路
进出口、购票厅、待渡场等地点、场所
为过海车辆旅客提供咨询、帮助等义

务服务，并为旅客送去水和面包等食
物，让旅客在堵中感受到交通运输人
的关怀。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表示，下
一步，该厅还将针对当前情况，继续
密切关注车客流量及旅客滞留情况，
靠前一线指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科学调度运力，争取最短时
间疏运旅客，确保旅客尽快顺利过
海，平安踏上归途。同时，全力做好
旅客滞留海口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
用亲情服务，让广大滞留旅客切身体
验到春运旅途的温暖。

此外，省交通运输厅还将积极总
结本次抗雾保通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分析我省港口运输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在港口资源整合、购票和征稽信
息化、增加运力和效率等方面认真分
析，科学谋划。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雨丝，飘飘洒洒；海风，轻轻拂面。
2月23日下午，准备过海的自驾

车在海口秀英港排起了长龙。
“帅哥，你好！我的车没油了，急

死我了，你们能否帮帮我？”16时50
分，准备过海的广东自驾车车主梁晓
急匆匆跑到设于海口秀英港14号泊
位旁的海南港航志愿服务点向志愿者
求助。

“没问题，马上解决。”16时 51
分，在服务点的海南港航控股海口港
务分公司生产业务部调度室业务主管
陈亮立马骑着电动车去仓库找来一个
油桶，紧接着又拉着车主到约600米
远的海口港加油站加了100元汽油，
将油拉到梁晓停车的待渡车道，将汽
油注入油箱。

“帅哥，太感谢你了，你帮了我一
个大忙，要不我都没法上船了。”梁晓
紧握着陈亮的手连连道谢。

17时10分，陈亮刚骑车回到服
务点，又有一位来自四川的自驾车车
主何运平前来求助：“先生，我的车电
瓶没电了，打不着了，你们能帮我想想
办法吗？”何运平心急如焚。

“别急，别急，我们帮你。”陈亮笑
答。说完，陈亮又骑着电动车前去作
业区叫来一部装有应急电源的叉车，
开到何运平轿车停放处，叉车师傅给
轿车电瓶搭线，不一会儿，何运平的轿
车顺利启动了。

“没想到你们的服务这么周到，多亏
你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请问工费多
少？”何运平问。“举手之劳，不要钱，赶紧
准备上船吧。”陈亮笑着和何运平道别。

“这几天港区内每天都有10多位

类似的车主前来求助，幸好我们备好
了油桶和应急电源，要不自驾车车主
真的会干着急。我的电动车就是专门
为急上火的旅客服务的。”陈亮说。

记者在设于14号泊位旁的海南
港航志愿服务点看到，10多名工作人
员正忙着给过海旅客发放矿泉水、饼
干等食品，旁边还备有两大桶开水。

海南港航控股海口港务分公司党
委副书记金洋介绍说，为方便过海旅
客，秀英港从大年初三开始设志愿服
务点，目前服务点达7个，由省有关厅
局及海口市各有关单位和港口工作人
员组成的200多名志愿者服务旅客，
志愿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为
过海旅客服务，为他们提供开水、泡
面、糕点、饼干、八宝粥等。早上还为
旅客提供瘦肉粥、鸡蛋等。“我们每天
都要煮8大桶肉粥。每天为旅客提供

热粥、鸡蛋1500份至2000份。还有
馒头、饼干等食品。”

金洋说，为确保进港旅客的基本
食物供给，公司的采购车每天要到超
市采购食品，有一天将一超市的八宝
粥全部买空。同时，公司还联系琳琅
等糕点店，紧急订做面包、糕点。

17时35分，只见一辆厢式货车
将面包、矿泉水等物品运抵志愿服
务点。

“这两天下雨，海风也比平日大些，但
大家都顶风冒雨坚守岗位，毫无怨言。”
海口港务分公司企管部经理李莉说。

17时40分，来自湖北的自驾车
游客曾玉玲和女孩来到服务点领了两
份泡面，两瓶矿泉水。“大姐，边上有开
水，你可以用来泡面。”志愿者林兵提
醒曾玉玲。

“哦，谢谢！你们服务太周到太贴

心了，事事都为我们着想，让人感到很
暖心。”曾玉玲感慨。

曾玉玲说，今年春节来海南旅游，
收获不小，既欣赏了海南的美景，又感
受到海南人民的热情。“雾天，让我们
的行程受阻，但海南人民的热情却让
我们心里暖暖的。”

曾玉玲告诉记者，近几天她每天
都上网看海南新闻，听收音机，感觉海
南人太善良了。一路走来，看到有那
么多人加入到志愿者服务行列，有老
人，还有几岁的孩子，为过海旅客免费
送食品。志愿服务，已成为海南另一
道风景线。

“海南好人真多啊，他们乐为旅客
奉献爱心，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海南，山美水美人更美！我要为海南人
民点赞！”曾玉玲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过海旅客点赞海南贴心服务——

“海南山美水美人更美！”

■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彭国庆

2月22日下午，省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医院病房21床，李中刚拉着妻
子的手等待手术通知。

一天前，正在值班岗位上的他突
然出现了鼻血流血不止的状况。“就一
会儿，右鼻流出的血足足有大半杯子”，
看到这情况，李中刚被送往医院。经检
查，医生告诉他需要住院手术。

李中刚是海口海事局琼州海峡船
舶交通管理中心一名VTS值班员。
VTS是琼州海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船
舶管理系统的简称，也被称为琼州海峡
水上交通的“电子眼”，VTS值班员就
是负责水上交通安全的管理员。

同事眼里，30刚出头的李中刚
是一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一米八
的个头，身体壮实，所以同事们都叫
他“大刚”。

大刚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同事们
颇感“意外”。但，这个“意外”很快被

同事们找到了答案——春节期间，大
刚连续加班，太劳累了。

2月19日开始，琼州海峡浓雾频
发，造成大面积车客积压滞留。恢复
通航后，为保障琼州海峡上行驶的船
舶安全高效运送滞留车辆，将每一位
旅客安全送达码头。琼州海峡船舶
交通管理中心的工作压力迅速加大，
原本就很忙碌的指挥中心里，更是一
片繁忙。

今天上午，李中刚已顺利完成手
术并出院回家。就在记者发稿时得
知，20时，大刚就回到单位值当天20
时-24时的VTS值班工作。“我已在
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当看到一艘
艘行驶于琼州海峡的各类船舶在我
和同事的调度指挥下，顺利出港、安
全返回，特有成就感！”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保障，琼州
海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全体值班员
放弃休假，全员坚守岗位。这当中，
近几日不仅是大刚一人生病。他的

一名同事、VTS值班长张之强因连续
加班，已高烧多日，但他“轻伤不下火

线”，现在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何志成 汪蓓）记者从海
南海事局获悉，海南海事局采取多项
举措力保琼州海峡节后雾季离岛高峰
通航安全，确保海峡船舶安全畅通。

针对琼州海峡东西向过峡船舶，
海事部门加强监视并适时提醒避让客
滚船；派出海巡艇在航道关键节点进
行值守，确保过峡航道清爽，派出执法
人员加强现场巡查，确保船舶适航不
超载、船员适任无酒驾、危险货物不夹
带；加强电子巡航，充分利用VTS、
AIS、CCTV等非现场监管手段，强化
船舶监控，及时提醒船舶采取避让措
施，防止事故发生。

此外，海南海事局还主动加强与
地方政府和湛江海事部门的沟通协
调。与海口市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
及时对从海南各地不断涌来的客、货
车进行分流，小汽车主要安排在秀英
港，货车安排在粤海铁南港和新海港
出港；与湛江海事局加强协同协作，协
调进出港船舶的放行和监管，优化交
通组织，优先安排客滚船进出港。

海南海事局与湛江海事局
加强协作

确保返程旅客
安全过海峡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陈
奕霖 通讯员朱晶）“实在是太感谢你
们了。”昨天下午，在海口新海港外的
排队待渡车流中，来自重庆的车主谢
达轶握住中石化海口广场加油加气站
工作人员李忠的手，连声道谢。上午
从文昌开车到港口准备出岛，等候数
个小时，“油表已经快见底，而车子也
出不去。”谢达轶说，工作人员顶着寒
风送来汽油，着实解了燃眉之急。

“为保障旅客不受缺油影响，我们
从20日凌晨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琼北公司经
理朱凯说，该公司一方面在堵车路段
周边的海口广场加油加气站统筹安排
配送油品，另一方面，安排海口地区加
油站长轮流值班，增派工作人员，专门
设立爱心救援小分队，全力做好油品
应急配送和安全服务工作。

截至昨天13时，中石化海南分公
司共向滞留车辆输送油品22769升，
提供紧急救援服务436次。

中石化海南分公司启动油品
保供应急预案

保障滞留车辆
不断油

2 月 22 日，省
交通运输厅组织
900多名系统内职
工志愿者，在港口
为滞留旅客分发食
物和水，协助疏导
交通。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潘彤彤 摄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曾毓
慧）“您好，我车在丘海大道熄火了，能
安排汽修厂过来修理吗？”“我车堵在
快到新海港那里，快没油了，能安排人
手过来加油吗？”……连日来，12345
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接连受理
多起过海旅客车辆故障或燃油耗尽求
助，并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企业人
手赶赴现场解决了旅客的燃眉之急。

据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
平台有关负责人介绍，统计数据显示，
2月15日至22日，该平台共接到过海
旅客反映燃油救助问题338件，反映
车辆故障需要维修共24件。

海口12345热线：

积极协调处理
过海车辆故障求助

制图/陈海冰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堵在路上，既前进不了，也无法后退。最害
怕的就是家人突然生病，人生地不熟悉，不知道走
多久才能到医院。”等待过海的江西旅客陈顺成道
出了许多旅客的担忧。

海口以不停歇的行动给出了回答，为滞留旅
客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服务：截至今天下午，共
设置医疗点16个，出动医疗车辆230车次，医疗
应急队员795人次参与应急保障工作，诊疗服务
5345名旅客，发放退热等药品共计3963盒，发动
167人次急救志愿者上街巡查。

2月22日中午，上了客滚轮的河南旅客陈晓
红给海口市卫计委负责人发来短信：“我代表我的
家人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鞠躬。”

就在前一晚，陈晓红76岁的父亲陈运祥在新
海港登船时出现胸闷、心悸、头晕等不适症状，陈
晓红赶紧找到乘务员求助。

不到5分钟，救护车赶到现场，随车医护人员
立即进行了处理，然后转送到附近的海南省肿瘤
医院，医护人员迅速反应，为病人进行吸氧、心电
监护、补充葡萄糖……陈运祥情绪稳定下来，身体
也开始恢复。

“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回家治疗，相关部门
为我们安排了绿色通道，由救护车将我父亲送
抵港口直接上船，还准备了路上用的急救药。”
陈晓红说，海口人美景更美，他们全家一定会再
来海口。

“出现滞留情况以来，我们从丘海大道开始，
沿南港方向增设医疗保障点，在滞留路段每隔2
公里至2.5公里设一个医疗救治点或急救志愿服
务点，同时安排120急救车沿途往返巡诊。”海口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旦出现医疗事件，患
者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在做好应急救助保障的同时，海口疾控、卫生
监督等多个部门进行各港口及沿途的疾病预防控
制、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安全等工作。

从2月20日起，海口市卫生监督局工作人员
连续赶往海口“三港”等重点场所，检查了售票处、
乘客等候室的通风措施落实情况，开水供应情况，
控烟措施落实情况，及公共卫生间保洁情况等。

2月21日上午，海口市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
专业队伍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为约3万平米的滞
留旅客安置点进行了消毒杀菌。同时，其他旅客
临时安置点也都开展消毒杀菌工作。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海口多措并举提供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守护滞留旅客的健康

2月23日23时56分，在海口海事局琼州海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李中刚
正在值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记者李佳飞 梁君
穷）根据海口市委、市政府要求，海口市民政局随
即制定应急方案，组织应急队伍，准备应急物资，
开展了一系列救助活动。在南港码头救助点，民
政局将系统内工作人员重新排班，每天24小时轮
班值守。

据统计，截至今天18时，海口民政系统投入
人力663人次、车辆331台次，发放矿泉水29050
箱、八宝粥20980箱、饼干5075箱、方便面31870
箱、热馒头42800个、面包29900个、蛋糕16550
袋、应急快餐15500份，其他饮料3350箱，共计
157800人次得到救助。

此外，为应对阴雨天气，救助站还准备了20
把雨伞、300件雨衣，为旅客发放棉被1700床。

海口民政24小时值守救助点

向滞留旅客
发放御寒衣物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程守长）记者今天下午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24日～26日，海南岛东半部的局部地区
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交通运输气象条件和通航
条件一般。

陆地方面，预计2月24日～26日，全岛多云
为主，东半部局地有小阵雨，气温回升。最高气温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1℃～26℃，西部和南部
地区26℃～28℃，最低气温18℃～22℃。

预计24日-26日，琼州海峡通航方面，琼州
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其中24日夜间至25日
早晨有雾，能见度较差，通航条件较差；全省主要
路段方面，海南岛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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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4天～7天，预计海南岛北部、中部和
东部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余地区多云为主，大部
分路段交通运输气象条件一般，其中2月28日
～3月1日北部局地早晨有雾，琼州海峡风力5
级，阵风6级。

未来三天
琼岛局地有阵雨

海口海事局琼州海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值班员手术当天返回岗位值夜班

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抗雾保通

全力保障疏运 爱心温暖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