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春岭公墓周边路段
交通管制时间为

4月5日至7日
06：30-17：00

祭扫高峰期间
将对往返车辆
指定路线疏导分流

具体行驶路线为：

海秀快速路→永万路→椰海大道→海榆中线→墓园
海秀快速路→长彤路→火山口大道→绕城高速→
狮子岭互通→海榆中线→墓园

前往路线

颜春岭公墓→玉堂路→南二环路→225国道→绕城高速（南半幅）→返回海口
市区
颜春岭公墓→南二环路→欣龙路→盈滨海湾大桥→鲁能大道→滨海大道→
返回海口市区
颜春岭公墓→南二环路→富音路→
工业大道→欣龙路→盈滨海湾大桥→
鲁能大道→滨海大道→返回海口市区

返回路线

海榆中线通往
浮陵水墓园
吉荫贤公墓
市殡仪馆

建议选择
以下路线行驶

前往路线

如遇海榆中线南往北方向回城车流量大，建议驾驶
人择道绕城高速返回海口市区

返回路线

绕城高速→225国道→南二环路→欣龙路→南一环路→玉堂路→颜春岭公墓
滨海大道（南海大道）→225国道→工业大道→玉堂路→颜春岭公墓

一是吉荫贤墓园南北两侧停车场
二是允许海榆中线东西两侧按规定临时停车

为方便市民祭扫，有关部门提供以下停车场

制图/王凤龙

创建海南文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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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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曾涛

“老家有提前祭扫的习俗，而
且清明假期扫墓的人会很多，所以
提前来祭扫了。”海口市民谢丽芳
女士说道。3月29日上午，位于澄
迈老城镇的海口颜春岭公墓园区
内，花圃绿林相映，幽静典雅而不
失庄严肃穆，已有不少市民前来祭
祀先人。

清明假期未至，颜春岭公墓已在
园区入口处设立了清明节安保服务
工作指挥部，为前来祭扫的市民提供
服务。园区内滚动播放着文明祭祀
的标语，挂着宣传横幅，提醒市民文
明祭扫。

据了解，为提倡文明环保的现代

祭扫方式，3月23日，颜春岭公墓管
理处正式开通了可供市民网上祭扫
的网站。市民只需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就可以进入颜春岭公墓的网站。

在网站上注册成功后，市民即
可创建逝者的纪念馆，然后上传逝
者姓名、生辰忌辰、生平介绍和照
片。创建好纪念馆后，每一个进入
网站的人都可以在上面祭祀逝者，
留言表达对逝者的哀思追念、购买
网络祭品，还可以添加逝者生前事
迹和关联家谱。

除了开通网上祭扫，今年清明期
间海口颜春岭公墓还将继续开展纸
钱换鲜花的活动，市民可在园区门口
将带来的纸钱免费换成鲜花。此外，
公墓管理处还印刷了宣传册，向市民

介绍了文明祭祀的十二种方式。
“往年清明期间前来扫墓人数在

20万元以上，今年预计不会低于这
个数字。”颜春岭公墓负责人秦峰介
绍，为确保清明期间祭扫活动安全有
序，颜春岭公墓管理处增加了一倍的
安保人员，投入了100人负责卫生保
障；在园区外规划了临时停车场，设
置免费摆渡车；在园区内增设13个
临时移动厕所，园区外增设至少10
个临时移动厕所。

秦峰还介绍，为消除火灾安全隐
患，园区不提倡放鞭炮和烧纸钱，对
于燃烧纸钱的市民也专门设置燃烧
桶；在后山专门开辟了一个防火隔离
带；每隔10米设置一个消防桶，用于
扑灭零星火点，同时购置了许多新的

灭火器放置在园内。
“为确保群众祭扫活动安全有

序文明开展，海口将管理与服务两
手抓。管理方面，开展殡葬服务机
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程监控祭
扫活动中的火情变化；协调多部门
合力管控好现场祭扫秩序，防止发
生拥挤踩踏事件。”海口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服务方面，临时优
化调整了公交线路；设立应急救助
临时服务点、医疗点，为祭扫群众提
供应急服务等，争取从环境卫生、免
费提供鲜花等细微处着手提升服务
水平，为祭扫群众创造整洁有序的
祭扫环境，提供优质、文明和高效的
祭扫服务。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海口颜春岭公墓多项举措服务文明祭扫

纸钱换鲜花 网上可祭祀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
今年清明节假期为4月5日至7日，
届时海口颜春岭、浮陵水、吉荫贤、富
山4个公墓和殡仪馆周边路段将迎
来交通高峰，为确保群众祭扫活动顺

利，交通出行顺畅，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将对相关路段派出警力进行
交通管制疏导。海口交警今天发布
交通出行提示，方便市民出行。

根据提示，4月4日下午、5日至
7日上午和7日下午世纪大桥→龙昆

北路→南大桥→龙昆南路→迎宾大
道双向、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双向、
滨海大道、海府路→琼州大道等进出
海口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集中，通行
缓慢。广大驾驶人需及时掌握路况
信息，视情况选择流量少的道路进出

城。如以上道路流量大建议绕行，走
文明东路或美祥横路、美祥东路、海
府一横路延长线上滨江路出城，或走
滨江路→凤翔东路前往东线高速，尽
量避开海府路→琼州大道、龙昆南路
→迎宾大道出城压力集中的道路。

海口交警表示，祭扫期间周边道
路车辆增多，建议市民前往祭扫时“公
交通行、拼车出行、短途步行、高峰错
行、拥堵绕行”，以缓解交通压力，减少
交通出行不便，保持安全距离，谨防追
尾，途经事故路段，请减速依次通行。

海口交警发布清明节交通出行提示
积极应对清明祭扫期间交通压力

海警一支队举行
祭奠英烈活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林奕晔）今天上午，海南
海警一支队“红旗连”80余名官兵
来到海口市白沙门公园渡海作战纪
念广场，在渡海英雄纪念碑前开展

“缅怀先烈铸军魂 忠诚担当永前
行”清明祭奠活动。

上午9时，官兵们向渡海英烈献
上花圈、白菊花。连指导员向官兵们
讲述了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回顾了68
年前那场壮烈的战役，共同铭记为解
放海南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官兵们
举行了重温军人誓词仪式，用铿锵有
力的誓言向渡海英烈们致敬。

通过活动，激发了海警官兵的爱
国热情和工作斗志，大家纷纷表示：
要坚决做到对党忠诚，牢记使命，不
忘初心，用实际行动为守护祖国蓝色
海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琼岛本周后期
最低气温14℃
局地伴有雷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海南省气象台今日发布本周气象消
息，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岛天气晴好，气温较高；后
期受冷空气影响，将出现降温降雨和海上大风天
气过程，其中6日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

4月1日～5日，受南到东南气流影响，海南
岛多云为主，西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
雨；最高气温缓慢回升，最高气温东部地区3日～
5日将升至29℃～31℃，其余地区31℃～34℃，
最低气温大部地区19℃～22℃。另外，2日～3
日早晨，海南岛东北部内陆局地有雾。

6日～8日，受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将出现一次降
温降雨天气过程，其中6日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高气温降幅五
指山以北地区可达9℃～12℃，五指山以南地区可达
5℃～7℃，最低气温大部地区降幅为2℃～5℃；7日
五指山以北地区最高气温18℃～21℃，最低气温
14℃～17℃，五指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23℃～
26℃，最低气温18℃～20℃，8日各地气温回升。

本报海口4月 2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谢琛）清明节是我国传统
节日，也是踏青的好时节。记者今
天从省旅游委获悉，清明小长假期
间，我省旅游市场以周边短线旅游
为主，城市周边踏青赏花、乡村采摘
等适合全家出游的旅游产品将受到
青睐，自驾车将是短途出行的主要
选择。

3月-4月，正是草莓、芒果、桑
葚、番石榴、圣女果等水果成熟的季
节。采摘乡村游在清明小长假期间

会受到游客热捧。同时，针对采摘热
潮，海口市推出了4条采摘推荐线
路，游客可在永兴镇赏千亩荔枝花
海、采摘圣女果和番石榴，骑行踏青
以及品尝乡村美食。陵水于3月31
日—6月30日推出2018年陵水（英
州）芒果采摘季暨乡村游，四大共享
主题活动，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共享
芒果采摘乐趣。

与此同时，清明小长假期间，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鹿回头
风景区、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蜈支

洲岛旅游区、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
区、南山文化旅游区、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分界洲岛旅游区、南湾猴岛生
态旅游区、大小洞天旅游区等旅游
景区推出 30 余项优惠措施，其中
部分措施特别针对本土游客，景区
踏青优惠多。

根据海南旅游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综合相关数据，2018 年海南
清明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新鲜出
炉。数据预测显示，清明假日期

间，全岛旅游热度呈现分化态势，
其中三亚、海口旅游热度最高，陵
水、澄迈、琼海、儋州、万宁等城市
游客量预计将迎来一定增长，由海
口-澄迈-琼海串联的“大海口”、
由三亚—陵水串联的“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形成联动效应。同时，琼
岛独特民俗文化魅力将为五指山、
保亭、琼中、乐东等中部城市添彩
加分，乡村旅游异军突起，特色民
俗+创意民宿旅游产品将进一步制
造市场吸引力。

我省将迎来清明旅游小旺季
周边短线游受热捧

海口环卫严格
质量监督管理
道路清扫保洁机扫率需达
60%以上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环卫局获悉，为
加强环卫作业质量监督管理，确保在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暨社会文明大行动工作中取得实
效，该局制定了《海口市社会文明大行
动环卫作业质量监督管理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通过6大任务，82
项具体标准，推动环卫作业质量监督
管理转型升级。

6大任务分别为道路清扫保洁、
绿化带（地）保洁、果皮箱管理、其他设
施管理、公厕管理、垃圾清运管理。同
时，《方案》通过82项标准对6大任务
的保洁范围、作业标准、管理要求等作
了详细规定。

《方案》用数字对相当一部分标准
进行了“量化”。例如，一级保洁道路
每1000平方米内果皮、纸屑、塑膜、烟
蒂、痰迹等存量数分别少于3个（片），
垃圾存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道路
清扫保洁尽可能采用机械化清扫作
业，机扫率达到60%以上。公厕每天
应全面冲洗两次以上并随时保洁。垃
圾收集站（点）应定期喷洒消毒、灭蚊
蝇药物等。在可视范围内，苍蝇应少
于3只/次，并无活鼠等。

另外，《方案》要求运输垃圾应尽
量避开上下班高峰期，装卸垃圾符合
作业要求，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
在居民住宅附近的垃圾站装运垃圾
时，应尽量避免扰民。公厕的粪便严
禁直接排入雨水管、河道或水沟内，有
污水管道且下游建有污水处理厂的地
区应排入污水管道，没有污水管道的
地区应建化粪池等处理设施。

为了保证监督质量，《方案》要求
严格对标考评、问责。依据《海口市环
卫作业质量考核办法》的规定，检查考
核结果每月一次汇总，每季度进行小
结，年终进行总结。出现不达标情况
的，将采取“一案三罚”问责制，即海口
各区环卫局领导、环卫一体化公司分
管领导、具体责任人均要被罚。

我省3000名
乡村小学教师将获培训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今天印发通知，部署今年“海
南省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计划”相关工
作。根据安排，今年将为600名教师实施省级示
范性培训，为2400名教师普及性培训，全面提高
我省边远乡村及教学点小学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
化水平，促进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据介绍，这是省委、省政府2018年为民办实事
项目，已列入了省政府督查室重点督查范围，实行

“月督查、季报告、半年小结、全年总结”的制度。
今年省级示范性培训项目培训人数为600

人。省级示范性培训对象主要为培训管理者（培训
者）、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语文、数学青年（骨干）教
师。通过省级示范性培训，创新边远乡村教师培训
新模式，为市县普及性培训起示范引领作用。

此外，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还将整合本级教师培
训机构资源，利用市县培训基地，开展本市县教学点农
村教师全覆盖的普及性培训，自主组织课程和师资，结
合相关省级教师培训机构的指导与师资支持，开展
2400人的边远乡村及教学点小学教师普及性培训。

春暖花开好时节，三亚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来到户外，和广大游客一起尽享烂漫春光。图为游客、市民在三亚南山景
区一处三角梅花棚处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又推便民服务

自助办理临时乘机证明
全程只需30秒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洪元媛 张昭辉）今天上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旅
客临时乘机证明自助系统正式启用，旅客只需在
自助终端屏幕输入身份证号码，终端后台核验通
过后自动输出打印好的临时乘机证明，整个过程
仅需30秒。

记者今天在美兰国际机场二楼出发厅看到，
大厅里专门划设了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办理点，
并配置了两台自助终端，身份证丢失的旅客在完
成输入身份证号码、拍照等流程后，系统将自动比
对旅客个人信息、头像，确认系本人办理后会自动
打印输出乘机临时身份证明；旅客再到旁边的接
警台盖章后即可使用。

据了解，以往办理临时乘机证明都需要乘客本
人到候机楼一楼机场派出所，还要提供个人照片和
相关证明材料，相当不便。据统计，仅在今年春运期
间，机场警方就为13270名旅客办理了临时身份证
明，平时每天也有两百多名旅客办理临时乘机证明。

此外，美兰机场派出所在自助终端旁还设立
了接警台，可为无法在自助终端办理临时乘机证
明的旅客提供人工办理，避免耽误行程。

海口各界开展
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梁君穷）今天是第
十一个“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近日来，海口各
界开展关爱自闭症儿童、宣传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
的公益活动，旨在呼吁公众共同关注自闭症孩子及
其家庭，给予这个特殊群体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4月1日，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携手海口特
殊教育学校，带领30名自闭症儿童走进海南热带
野生动植物园亲近大自然；招募30组爱心志愿者
家庭与特殊儿童家庭组成“一帮一”的帮扶家庭团
队，通过“手牵手”的形式，让更多社会、家庭力量
关注特殊儿童成长。

海口市龙哥哥爱心社等单位在白龙街道文化
活动中心举行了自闭症日公益活动，宣传普及自闭
症相关知识，旨在提高大家对自闭症儿童的了解与
关注。

3月30日，在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指导
下，海口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和海口海燕中
心联合发起“了解1%，理解100%”活动，邀请海
口市博仁学校、皇马假日集团等近400人，与自闭
症儿童家庭免费观看以自闭症为主题的电影《海
洋天堂》。

烂漫花开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