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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体验“秀英港预约
排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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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周晓
梦）元宵在即，“空气质量”和“节日气
氛”要兼顾！记者今日从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获悉，对于元宵期间出现空气质量
超标的市县，该厅将根据有关规定提请
省政府启动问责，尤其是春节假期期间
已经超标的8个市县，如果元宵、公期
等时间段再次出现超标，将加重问责。

据介绍，今年春节假期期间，我
省部分市县积极作为，加班加点夜

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监测数据显
示，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物排放强度总
体减弱，全省除夕夜 PM10、PM2.5、
SO2的浓度峰值同比分别下降3.5%、
4.5%和51.2%。但仍存在一些市县
因燃放烟花爆竹管控力度不足，导致
空气质量超标。

其中，2月16日（大年初一），万
宁、陵水、保亭、昌江、乐东、东方、琼
中、琼海8个市县空气质量超标，超

标市县比例为2013年新空气质量标
准实施以来最高。特别是万宁、陵水
达到中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短时严
重爆表。目前，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已
提请省政府对以上8个市县党政主
要领导及相关分管领导启动问责。

为加强元宵、海南传统公期期间
的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要求各市县要切实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高度

重视元宵、海南传统公期期间烟花爆
竹燃放管控工作，不得出现燃放烟花
爆竹造成的空气质量不达标问题。

同时要求各市县加大执法检查
的频次和力度，特别是重点时段重点
区域的巡检和联合执法，严厉查处违
法行为，及时劝阻在公共场合燃放烟
花爆竹的行为，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带
来的空气污染。同时要加大烟花爆
竹禁限放有关规定的宣传力度，引导

公众转变传统观念，倡导文明、绿色
的生活方式，不燃放或少燃放烟花爆
竹，形成全民互相监督，自觉遵守的
良好氛围。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大气环境管理
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加强烟花爆竹燃
放管控，是落实《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责任书》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冬
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的具体
工作和行动，旨在打赢蓝天保卫战。

佳节天公成人美
元宵无雨宜赏灯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
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元宵节（3月2
日）之夜，全岛多云，气温适宜，有利于
外出赏灯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

省气象台预计，元宵节期间（3月
2日～4日），受偏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阵雨；各地气温
逐日上升，4日最高气温西部和北部地
区将升至 33℃～35℃，局地可达
35℃～37℃；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将
升至30℃～32℃；最低气温中部山区
21℃～23℃，其余地区23℃～25℃。

海洋方面，预计3月2日～4日，
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
5级～6级、阵风7级，其余各预报海
区风力5级、阵风6级。

气象部门提醒，元宵节期间，我省
天气总体较好，白天阳光灿烂，局地有
高温，出行和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
晒；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对
户外活动有轻微影响。元宵节之夜，全
岛多云，气温适宜，有利于外出赏灯。

成品油价格
今起下调
92号汽油每升降0.15元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品油调
价信息，自2018年2月28日24时起，我省汽、柴油
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190元和185元。调
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油7.26元/
升，92号汽油7.86元/升，95号汽油8.34元/升，0号
柴油6.44元/升，分别下调0.14元/升、0.15元/升、
0.16元/升、0.16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4.97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6.91元/公斤），下调0.11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0.15元/公斤）。

互联网企业“喊渴”
亟需大量专业人才

本报那大2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招聘会上，我们收到的求职简历很少。
原本需要招聘上百人，但只招聘到12人。”儋州一
电商企业负责人王某感慨道。2月27日，儋州市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不少互联网企业“喊
渴”。

2015年底，儋州互联网产业城开张运营以
来，登记申请入驻企业已超过300家，其中入驻
160多家。入驻的互联网企业带来1700多个就
业岗位，亟需国内相关专业人才加盟。

儋州市就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儋州作为新
兴地级市，着力打造海南西部中心城市，近年来经
济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希望广大互联网等专业
人才看到儋州这只“潜力股”的价值，积极投身于
该市互联网产业。

200名贫困户
免费乘车出岛务工

本报临城2月28日电（记者刘梦晓）记者今
天从临高县就业局获悉，2月27日，临高县举行
2018年临高县“春风行动”欢送贫困户进城务工
发车仪式，200名贫困户已分两批免费乘坐大巴
前往广东等地务工。

据了解，此次集体免费坐车出省务工的200
人都是来自临高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的工
作地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此前，临高县就
业局已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联合各村的村干
部搜集外出务工贫困人员的相关信息并予以核
实，形成名册后再统一组织贫困户免费乘车出岛。

“今年共有200人列入免费乘车的名册，由于
人员过多，我们将分成两批发车，27日发车3辆
次，28日发车2辆次才能送完。”临高县就业局相
关负责人说，按照每人450元的乘车费用计，就业
部门就此投入的经费达9万元。该负责人还说，
临高每年都向广东等省份输出不少劳动力，仅
2017年就输出120人。

关注元宵节

元宵期间我省严控烟花爆竹燃放

市县空气质量超标将加重问责

元宵节海口这些路段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黄毅）为帮助各类农村劳动者特别是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为企业提供各类人才，今天上
午，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的2018年海口
市“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举行，活动现场共有842人次进场求职，其中，63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现场签约12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会共组织了齐鲁制药、
国美电器等100家用人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岗位种
类丰富，涉及到基层服务人员、销售、人事行政、装
修设计、教师及中高层管理等2155个不同类别的
工作岗位。

此外，求职者还可于即日起至3月7日登录
www.hnrczpw.com，进入“2018年海口市春风
行动专场招聘会”专区，了解详细的企业招聘信
息，投递应聘简历。

本报海口 2 月 28 日
讯 （记者邓海宁）为确保
2018年元宵节期间海口市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各项
文体娱乐活动安全开展，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
根据市区道路交通流量的
实际状况，适时对以下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

同时，3月2日12：00—
次日03：00，东至滨江路，西
至丘海大道，南至椰海大
道，北至海岸线形成的闭合
区域（含）禁止中型以上货
车及危化品车辆通行。

凡通过上述路段的各
类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
人，须严格遵从现场执勤民
警的指挥或按照交通标志
指示通行，并提前选择绕行
路线，届时警方将随时通过
交通广播发布最新实时路
况。前往各活动点的车辆
须按照现场交通民警的指
挥或交通标志指示停放在
指定位置。

海口交警提示，元宵节
期间请广大市民尽量选择
公共交通工具、拼车或步行
的方式出行；在发生轻微交
通事故时，双方当事人使用
手机等设备拍照并互留联
系方式后撤离现场，通知保
险公司后到事故快处点处
理；在出行时通过收听交通
广播掌握交通路段情况。

为贫困户
提供2155个岗位

441个岗位
保障村民就业择业

本报保城2月28日电 （记者贾磊 通讯员
林香云）2月27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
办2018年“春风行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此次
招聘会共有23家企业参加，共提供了441个岗
位，进一步拓宽了保亭富余劳动力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就业渠道。

此次招聘会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为主题，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前来应聘的
求职者络绎不绝，一些热门岗位招聘台前被挤得
水泄不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23家企业参加，提
供岗位441个。前来求职的有建档立卡户、低保
户、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各类求职者413
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4人，现场招聘40人。

随着一组欢快的舞蹈，文昌庆元宵晚会2月28日晚上在文城镇拉开序幕，台上台下洋溢着节日的
欢乐，千余当地居民到场观看了这场精彩演出。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袁琛 摄影报道

文昌举办庆元宵晚会
千余群众到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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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郭
萃）今天零时，秀英港预约排队系统
投入试运行，截至今天18时，系统注
册5262人，完成预约2347人。用户
纷纷表示，预约操作简单明了，比以
前方便很多。

记者在椰城市民云App上看到，
在主页上可点击“港口预约”服务，点
进后显示不同时间段，从0时开始，每
3个小时为一个区间，共有8个时段可
以选择。同时，系统显示剩余的名额，
旅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时

段。选好后，系统会弹出预约界面，输
入手机号和出港车牌号后完成预约，
手机会收到一个预约二维码和一条短
信。在预约完成后也可以选择界面上
的“进入购票”选项在线购买车票。

用户也可以关注新海港微信公
众号、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椰城
市民云微信公众号，通过点击“港口
预约”选项来进行操作。

今天下午，记者在港航路口附近
看到，进港通道入口处设有一个指示
牌，提示预约车辆和非预约车辆要驶

入的车道。
据了解，入港校验有4种方式，分

别是卡口车牌自动识别、出示短信人
工验证、微信扫码验证、提供预约成功
页面验证。但由于目前系统仍处于试
运行状态，所以仅能利用人工手持扫
码机来扫描旅客手机上的二维码。

正在进行验证的福建车主郑源告
诉记者，他通过关注新海港微信公众
号在网上预约，觉得操作起来很方便，
可根据自己的出行选择时间，“知道自
己何时可以过海后，我可以安排时间

在市区逛逛，不用耗在港口排队。”
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当天过海车

辆不多，预约和非预约在时间上并未
有明显区别。不过对于该预约系统
的投入试运行，过海司机纷纷持肯定
的态度，认为会大大方便车辆在高峰
时段过海。

此外，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
系统正式运行之前，预约和非预约的
车辆都能从秀英港过海；待正式运行
后，只有预约车辆才能从秀英港过
海，非预约车辆需前往新海港过海。

海口秀英港预约排队系统试运行
首日2000余人完成预约

“春风行动”

海口

儋州

临高

保亭

万绿园和世纪公园片区

管制路段：滨海大道以北（新港路至丘滨路口）、新港路（含）以西、丽
晶路（不含）以东区域内道路，包括世纪大桥和滨海立交桥

管制时间：3月2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需途经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可选择经龙华路

和长堤路交叉口、龙华路、大同路、海秀路、海秀快速路或龙昆南路、南海
大道绕行；需途经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行驶的车辆可选择长滨路、长彤
路、永万路等经海秀快速路、海盛路、海秀路、南海大道绕行

停车场安排：万绿园西门停车场、市人大停车场、世纪公园停车场及
周边商业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排：市人大停车场、世纪公园停车场及玉兰路
西侧人行道、民生路两侧人行道

海甸岛片区

管制路段：海甸岛世纪大桥、甸昆路和世纪大道以西区域内道路，包
括碧海大道海甸五西路口至海甸三西路口

管制时间：3月2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进出海甸岛的车辆从人民桥、和平桥绕行
停车场安排：白沙门公园停车场、美丽沙停车场及周边商业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排：周边道路两侧人行道

西海岸片区

管制路段：滨海大道西延线（丘滨路口至长滨路口）
管制时间：3月2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需途经车辆请从长滨路、长彤路、长天路、永万路、海榆西

线、海盛路、海秀西路或海秀快速路、粤海大道、南海大道通行
停车场安排：假日海滩停车场、观海台停车场及周边商业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排：周边道路两侧人行道

琼山区府城镇

管制路段：琼州大道（不含）以西、红城湖路（含）以南、高登街
（不含）以北、朱云路（含）以东的区域，即府城镇中心域区各路段

管制时间：3月2日16：00—24：00
绕行路线：往返美兰机场车辆可选择迎宾大道、G98高速、

S82公路或国兴大道、琼山大道、滨江路、新大洲大道绕行
停车场安排：省委党校停车场、红城湖延长线临时停车点及周

边商业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排：周边道路两侧人行道

琼山区花卉大世界

管制路段：滨江路转盘至新大洲大道路段（花卉大世界东段）
管制时间：3月2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途经花卉大世界东段车辆请绕行花卉大世界西侧

滨江路通行
停车场安排：花卉大世界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排：周边道路两侧人行道

凤翔湿地公园

管制路段：椰海大道迎宾大道路口至中山南路路口（凤翔湿地
公园路段）

管制时间：3月2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途经椰海大道凤翔湿地公园路段的车辆请绕行凤

翔路、G98高速公路绕城段通行
停车场安排：椰海大道

南侧路边临时停车点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安

排：椰海大道南侧人行道

下载椰城市民云App（或关注新海港、海口12345、椰城市民云的微信公众号） ➡ 点击“港口预约” ➡ 选择时间段（每3个小时为1个时段，一天分为8个时段）
预约
步骤

收到预约二维码和短信 ⬅ 输入手机号和出港车牌号 ⬅本版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