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驾车出游前，
请提前对车辆进行安
全检查和保养，并随
车携带警告标志牌
等工具，以备急需。

交警提示

不强行超车、
强行会车，不随意变
更车道或抢行。发
生交通拥堵时，切莫
占用应急车道。

出游途中车辆发
生故障，要立即开启危
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
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
方停放，并立即报警。

正确使用安全
带，可以在发生交通
事故时减少伤害。
驾驶车辆接打电话
发生的事故风险高。

请 您 时 刻 牢
记，开车莫饮酒，酒
后莫开车。

旅游景点车多
人多，请驾驶人注意
文明礼让，遵守交通
信号，驶近隧道要采
取预防性制动。

驾车行驶时，请
注意观察路况，不要
超速行驶。弯坡路段
请勿违法超车，违法
占用对向车道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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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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确保“五一”
小长假期间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预防各种道路交通群死群伤事故发
生，不发生因管理不到位而引发严重
交通堵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部署要
求全省交警加强节日道路交通管理，
并发布节日出行注意事项。

据数据分析，今年“五一”小长假
期间，全省道路面临的交通事故风险
突出，主要表现在：省内短途出行车
辆肇事占比最高，外省籍车辆肇事比
例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白天事故集
中高发，10时-12时、15时-18时事

故最为集中，夜间21时-24时伤亡
事故最为频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呈现易发高发、伤亡突出的趋势，追
尾、剐蹭事故集中高发，多车相撞事
故、二次事故等风险将会显著增加。

节日期间，省内高速公路、景区
道路车流将大幅增加，省内中短途出
游增多，高速公路、景区附近、干线路
段及车站口出现潮夕拥堵风险加大。

4月28日17时至19时及4月29

日9时至11时，海口城区出城方向道
路，海文高速，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
和海口至临高段（出海口方向）将出现
交通流高峰；5月1日15时至19时，海
口城区进城方向道路，海文高速，环岛

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口至临高段（往
海口方向）将出现交通流高峰。节日期
间三亚、保亭、陵水、琼海等地景区周边
道路车流量大。请各位驾驶人根据提
示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错锋出行。

今起琼岛降水将减少

局地仍有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受弱冷
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影响，近两天海南岛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下午各市县纷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雷雨大
风黄色预警等信号。预计明后两天，琼岛降水将
减少，但局地仍有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28日起，全岛最高气温将逐步升高。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邓海
宁）4月28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万人竹竿舞表演活动将在海口市
五源河体育场举行，届时将有3万名演
职人员和观众参加，因恰逢“五一”小假
期前一天，下班通勤车辆、放假进出城
与参加活动车辆三股车流叠加，很可能
出现车多缓行。今天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发布出行提示，方便市民出行。

据出行提示，预计4月28日（周
六）长滨路将出现车流高峰期，请广
大驾驶人错峰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
段（17：00-19：30），建议视情况择道
绕行，海秀快速路前往长滨路驾驶人
绕行海秀快速路→长彤路→滨海大
道，前往滨海大道→长滨路→长滨

一、二、三、四、五街驾驶人绕行滨海
大道→长滨一、二、三、四、五、六路。

请前往五源河体育场的车辆服
从现场交警指挥，进入指定停车场停
放车辆。无通行证的小车停放在省
会展中心（长庆路）西侧停车场，可乘
坐摆渡车往返五源河体育场。大巴
车停放在长滨三路、长海大道、长滨
东四街、长荣路、省会展中心停车场，
停车路段周边居民途经以上路段尽
量避开高峰期通行。

广大驾驶人注意浏览椰城交警
APP、微博、微信查看整点路况信息，
留意收听广播电台实时播报的路况
信息，避开车流量大的路段，减少交
通出行不便。

乘客送锦旗感谢南航
乘务组客舱服务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楚洪雨）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获悉，4月
24日早上，中国南方航空乘务长吴洁玲代表全体机
组人员，在北京收到了乘客黄先生送来的写有“阳光
南航，温暖客舱；服务周到，温暖如家”字样的锦旗。

故事要从4月1日说起。当时，黄先生带团
乘坐CZ6157航班从海口飞往北京，考虑到随团
有70多位退休老人，他们的座位比较分散，黄先
生就拜托乘务员照顾这些老人，“舟车劳顿，老人
们比较辛苦，我担心老人忘记落地后的欢迎活动，
特意拜托乘务员帮忙提醒。”黄先生说。

吴洁玲说，为了将活动安排告诉每一位老人，
乘务员们拿着名单利用服务的空余时间逐一找到
大家的座位，主动为他们送上毛毯、添加热水等，
并叮嘱他们落地后前往行李提取处集中，极力为
乘客营造舒适的旅程。

“在客舱服务工作量大的前提下，乘务员还抽
出时间满足我们的需求，周到而贴心的服务让我
们很暖心。”黄先生一遍遍道谢。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发改委今天披露的信息显
示，3 月份海南蔬菜价格季节性回
落。其中，省物价局重点监测的19个
主要品种蔬菜“15降1平3涨”。进入
4月份，我省仍处于蔬菜生产旺季，随
着进岛游客及候鸟人数减少，预计蔬
菜价格将稳中有降。

3月份我省蔬菜批发均价为1.82
元/斤，环比下降21.2%。省物价局重
点监测的19个主要品种蔬菜“15降1
平3涨”，零售均价3.38元/斤，比上月
下降10.00%，同比上涨8.00%。降幅
较大的品种有黄瓜、茄子、豆角、地瓜
叶，零售均价分别为2.93元/斤、3.27

元/斤、4.62元/斤、3.10元/斤，环比分别
下降17.23%、12.33%、11.32%、10.14%。
我省 10 个基本蔬菜品种零售均价
2.93元/斤，环比下降10.12%，未发生
超出目标价格调控水平的情况。

截至3月底，我省常年蔬菜基地
保有面积 16 万亩，当月种植面积
12.82万亩。3月份我省常年蔬菜产
量12.6万吨。海口市蔬菜种植面积

5.01万亩，日均上市量1015吨，其中，
叶菜日均上市量520吨。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种植蔬菜4497亩，累计出菜
420吨。三亚市计划建设800亩常年
蔬菜应急调控保障基地，目前已落实
616.8亩，正在开展绿菜园海棠铁炉基
地认定工作等。

岛内外调运环节方面，省有关部
门继续执行国家和我省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优惠政策，3月份鲜
活农产品运输进岛15万吨。目前，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与省内外60个
基地签订供销协议，与其中6个基地
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供货关系，每天
产量合计70-88吨。三亚已基本实
现与广州江南市场、云南昆明、山东
寿光、广西南宁、广东东莞等地大型
批发市场稳定对接；建设了606平方

米的蔬菜应急调控冷库。陵水黎族
自治县已建立岛外供应点3家，本地
供应链27户，3月份调运蔬菜62.22
吨，调运总额 26.95 万元，投放市场
63.28吨，销售均价2.47元/斤。五指
山市对5月-10月从岛外蔬菜主产区
直接调运供应本地市场的运销企业
给予400元/吨的补贴，冷藏储备费
用每平方米补贴4元。

5月1日起

美兰机场取消露天
停车场摆渡车业务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 周楠）记者今天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因二期扩建
施工将会占用露天停车场区域，5月
1日起，美兰机场将取消露天停车场
摆渡车业务。根据前期规划，目前小
型机动车已全部前往美兰机场交通
枢纽中心（以下简称“GTC”）停车楼
停放，后续更多的团队旅游大巴车辆
也将被引入机场GTC上下客。

据了解，目前，美兰机场GTC内
停车楼投入使用车位共计3059个，
同时还有高铁、公交巴士、城际快
线、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满足了
不同旅客的个性化需求。

高铁方面，美兰机场现已开通可
直通三亚、琼海、万宁、儋州、乐东等市
县的班次；公交方面，在原41路、21路
公交线路基础上，4月18日起新增41
快线、K4快线及J1路3条公交线路可
更快抵达机场，发车间隔15至25分
钟；城际快线方面，已开通前往屯昌、
儋州、琼海、文昌、琼中的路线，日均发
车25班次；出租车方面，日均出车
2700车次为往来旅客出行提供保障。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徐武）记者从海南铁
路有限公司获悉，为充分发挥城际
铁路运输优势，海南环岛高铁将实
行灵活多样的票价策略，自4月28

日起部分车次票价下浮。
据悉，这次票价下浮优惠期

为 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针对不同车次实施不
同的优惠方案。儿童票、残疾军

人票、学生票等优惠票种不再下
浮。

本次票价下浮优惠包含17趟动
车。对海南环岛高铁15趟动车组列
车，一等座在现公布票价的基础上

打8.5折。对西段本线早晚运行的
D7201、D7208次两趟动车组列车，
一等座在现公布票价的基础上打8
折。D7201、D7202 次继续维持原
二等座票价优惠政策。

省交警发布节假日易拥堵及危险路段提示

“五一”小长假，请尽量错峰出行

3月份19个主要品种蔬菜“15降1平3涨”

我省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

建立“巩卫创文”常态化机制

万宁城区环卫工每天清运500吨垃圾

海南环岛高铁部分车次票价下浮

海口发布万人竹竿舞活动交通出行提示

关注万宁巩卫创文

场

4月23日，屯昌县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景区花红草绿，装扮一新，以迎接“五一”小长假的来临。随着屯昌县全域旅游建设的发
展，屯昌的美丽乡村和公园景区出现了旅游热，受到诸多自驾游客的青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余军军 摄屯昌：景区装扮一新迎客

本报万城4月25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陈燕清）记者今天从万
宁市获悉，为加大“巩卫创文”力度，
努力营造“卫生、整洁、安全有序、和
谐、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日前万
宁已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城区每天
500多名环卫工人每天至少打扫清运
500吨垃圾。

“环卫工人每天4点多开始工作，
最后一班晚上11点才下班。工作量
和工作强度都不小。”万宁市环卫园
林局清洁站站长王儒强介绍，为方便

工作，万宁城区已分为6个片区，每个
片区都由一名负责人管理日常考勤
和监督，以确保垃圾桶存放的垃圾当
天清完。

今天，记者在万安路、人民东路、
环市二西路等路段看到，每一个路段
都有一群身着桔红色制服的环卫工人
在路边忙碌，她们戴着口罩、顶着锥

帽，一丝不苟地擦拭着路边被溅上槟
榔汁的果皮箱、铲除路边的杂草、捡出
绿化带里的各类垃圾，不一会儿，一辆
垃圾车便被装满了。

“希望市民们能爱护自己生活的
地方，能体谅一下环卫工人的工作，
不要随地扔垃圾和吐槟榔汁。”在环
市二西路，环卫工人李小玉告诉记

者，希望大家改掉随地乱丢垃圾的陋
习，这样城市才能变得更加干净、整
洁。

“我们不怕辛苦，只是希望有更
多的人能加入到爱护城市环境的队
伍中来，把垃圾随手扔到垃圾箱里，
这不仅能够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也让这座城市更加文明而美好。”李

小玉说。
据了解，针对市容市貌，万宁市

环卫园林局还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
行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
市容环境、生活质量，并通过加强市
政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市民公
德意识、文明意识，革除陋习，完善社
会治理。

预计
4月26日～27日

预计
28日～29日

受偏南气流影响
全岛多云为主
气温继续升高

预计
4月30日～5月2日

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
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中到大雨

最高气温逐日升高
至29日全岛大部地区可升至29℃～32℃
最低气温基本维持

制图/张昕

女乘客公交车上抽搐倒地

海口公交司机
紧急送医抢救获赞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陈
杰）4月22日上午11时许，海口公交集团公交总
公司19路公交车驾驶员钟亚川正在执行运营任
务，公交车从海口广播电视台返回银滩花园途经
省中医院站点时，一位30多岁的女性乘客突然抽
搐倒地，钟亚川见此情景立即将该乘客送医抢救，
经过及时救治，该乘客已脱离危险。

据当时在车上的乘客陈女士介绍，当天早上
11时左右，车辆到达省中医院站点时，靠后门位
置的一名年轻女子突然神色异常、脸色发白，随后
伴随着全身大幅度抽搐，口吐白沫，瘫倒在地上，
陈女士立刻将情况反映给驾驶员钟亚川。

得知情况后，钟亚川立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
情况，发现倒地乘客笔直躺在地板上，他当机立断
发动车辆向最近的省中医院疾驰而去。陈女士回
忆，此时，这位乘客脸色变得苍白，所吐白沫越来
越多，情况越来越严重。大约1分钟后，车子稳稳
停在了省中医院门口，陈女士和钟亚川立即下车
通知省中医院医护人员，并协助医护人员将其送
入医院。

4月23日下午，陈女士通过12345热线平台对
钟师傅进行表扬。她表示，钟师傅及时将患病市民
送医，争取了宝贵的急救时间，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
命。对此，钟亚川表示这是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的
责任，如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伸出援手。

海口交警发布的绕行示意图。

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影响
五指山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五指山以南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到大雨

五指山以北局地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

26日～27日
气温略有升高
最低气温
全岛大部地区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