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提示 (2月2日至4日)

陆路 琼州海峡早晚有雾，风力5级、
阵风6级，有雾时通航气象条件较
差，其余时段通航气象条件良好

海南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
路段、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道路湿滑，对交通有轻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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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2月1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李欣依）2019年春节将
至，海南铁路东方站2月1日发送旅
客5000余人次，同比增长10%，迎
来今年春运首个客流高峰。

据了解，从2月1日开始，针对
售票大厅购票旅客多的情况，东方
站将启用所有售票窗口，并安排春
运志愿者引导旅客使用自动售（取）

票机购票、取票。
为了应对春运客流高峰，海南铁

路有限公司在开行列车方面作出重要
调整，从2月1日至2月28日，每天加
开5个车次的列车，分别是：三亚至东
方加开D7209次，东方至美兰（海口）
加开D7212次、D7216次，美兰（海口）
至东方加开D7214次、D7216次，东
方至三亚加开D7220次。

海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
每天加开5个车次列车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符晓虹）海南日报记者2
月1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2月
2日至4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局地有
小雨或雾，有小雨或雾时部分路段交
通运输条件较差，其余时段交通运输
条件良好。

陆地方面，预计2月2日至4日，
海南岛东北半部局地有小雨或雾，其
余地区多云；最低气温西北部内陆、
中部地区17～19℃，其余地区19～
22℃，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

区25～28℃，西部和南部地区28～
31℃。

此外，预计2月5日，受弱冷空气
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海南岛
北部、东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雨
或雾。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
区25～28℃，西部和南部地区28～
31℃；最低气温全岛大部地区18～
21℃。总体交通运输条件良好，有雾
时部分路段运输条件较差。琼州海
峡早晚有雾，风力5级、阵风6级，有
雾时通航气象条件较差，其余时段通

航气象条件良好。
2月6日至8日，受偏南气流影

响，全岛晴间多云，其中6日北部局地
早晨有雾。各地最高气温逐日升高，
至 8 日西北半部地区可升至 33～
36℃，其余地区29～32℃；最低气温
中部山区16～19℃，其余大部地区
20～23℃。总体交通运输条件良好，
有雾时部分路段运输条件较差。琼州
海峡6日早晚有雾，风力5级、阵风6
级，有雾时通航气象条件较差，其余
时段通航气象条件良好。

未来3天我省部分路段受天气影响运输条件较差

琼州海峡早晚有雾

关注春运

■ 本报记者 丁平

2月的琼海温暖如春。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驱车前往位于琼海市潭
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在博
物馆北门停车场停车后，映入眼帘的
椰子树迎风摇曳。椰子树下，是一座
颇具海洋特色的建筑。该建筑表面，
渔船、海浪等设计元素赫然可见。要
不是门口的厕所标识，海南日报记者
差点没有意识到，位于眼前的是一座
旅游公厕。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旅游公厕，
而是一座3D打印旅游公厕。与普通
旅游公厕相比，3D打印旅游公厕节
能环保、节省材料。”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负责人辛礼学介绍，该公厕面
积77.7平方米，造价79.57万元。

辛礼学透露，3D打印建筑几乎
不产生任何扬尘和建筑垃圾，“采用
3D打印，以建筑垃圾和矿山尾矿等

为原料，通过运用以数字模型文件为
基础的现代科技处理、加工、分离，让
建筑垃圾回到建筑中。3D打印使用
一种叫‘油墨’的新型材料，不用一根
钢筋，打印出来的建筑强度却能超过
混凝土的强度。”

据了解，该公厕去年9月开始设
计，今年1月初完成打印拼装并投入
使用。“建造一座传统的厕所，砌墙、
贴瓷砖等非常耗时，而3D打印厕所，
从打印到拼装，很快就可以完成，节
约了多方面的建造成本。”辛礼学说。

这座3D打印旅游公厕内的配套
设施也非常人性化，除了男、女洗手
间外，另设残疾人专用间。

3D打印旅游公厕成为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游客刘伟半开玩笑地说：“3D打印旅
游公厕成了景区的一个热门景点，很
多人过来不为如厕，只为参观一下这
座高科技厕所。”

琼海市旅游委主任吴恩泽表示，
琼海市对厕所革命非常重视，努力在
应用新材料、新技术上有新突破。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这次响应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号召率先使

用3D打印技术建造旅游公厕，是一
个很好的尝试。琼海将进一步推广
3D打印技术，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本报嘉积2月1日电）

琼海运用新科技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厕所革命

3D打印厕所成景区新亮点

本报湛江2月1日电 （记者郭
萃）2月1日，海口党政代表团赴湛江
考察，海口、湛江两市达成合作协议
将共同保障琼州海峡春运，确保春运
工作平安有序进行。此外，双方还将
共同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枢纽，
推动琼州海峡一体化进程。

2月1日上午，海口党政代表团
一行先后考察了湛江城市规划展览
馆、高铁湛江西站及湛江奥体中心，
了解了湛江在城轨规划、轨道交通及

文体方面的发展规划情况。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海口、湛江

两市在总结2018春节“抗雾保运”经
验的基础上，签订了《海口市人民政
府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琼州海峡春
运应急服务联动协议》。按照合作协
议，双方将成立应急联动领导小组，
设立应急联动总指挥部，由两市市长
担任总指挥。应急服务联动期间，由
启动方海峡办协同对岸海峡办共同
指挥调配船舶运力，双方分别协调属

地港航企业服从调配，快装快卸，优
先安排放空船舶装载和靠离泊。

目前，琼州海峡南岸3个港口均
采用预约购票过海的方式，加快通行
速度；海南港航、徐闻控股、海安新港
等3家港口企业达成共识，共同投资成
立合资公司筹建琼州海峡联网售票和
通航信息服务平台，为政府主管部门
和司机、旅客提供统一的信息服务。

按照《琼州海峡客货滚装运输突
发事件应急联动框架协议》要求，海

口将装船配载时间由2小时压缩至
1.5小时，并在春运高峰时段进一步
压缩为1小时；同时，与海南省气象
局、海南海事局、海南港航控股等单
位签订了《海陆交通气象服务保障协
议》，建立琼州海峡通航保障气象预
报服务平台，增加设备，进一步提升
琼州海峡气象预报预警能力。

此外，座谈会现场，两市还签订
了《海口市人民政府湛江市人民政府参
与共建西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
全面提升港口物流合作层次，共同打
造开放水平高、航运功能强、物流服务
优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枢纽，同时
还将加快推进湛海高铁前期工作，力
争2019年开工建设，促进高铁与轮渡
无缝对接实现旅客便捷过海，形成连接
两地、快捷通达新通道沿线地区的高
铁大通道；共同争取国家扩建湛徐高
速或新建湛江对接海口高速公路新通
道，推进琼州海峡一体化进程。

海口湛江携手保障琼州海峡春运畅通
两市签订协议加快推进琼州海峡一体化进程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林曦）北方有庙会，南方
有花市。春节临近，海口各大花市里
摆满了色彩缤纷的年宵花，显得喜气
洋洋。花海和人海交织在一起，吆喝
声此起彼伏，浓浓年味就在迷人的花
香中弥漫开来。

面积近万平方米、百余家花商入
驻，海口世纪大桥下的花市花卉品种
齐全，成为春节前不少市民买年宵花
的首选去处。竞相绽放的杜鹃、幽香
典雅的兰花、高洁清丽的百合……花
市里，各种花卉、绿植应有尽有，价格
每株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富贵竹
取名“步步高升”，大花蕙兰被称为“黄
金岁月”，大花红星又叫“鸿运当
头”——各种寓意吉祥的年宵花颇受
欢迎。

来自山东的张建良、崔凤侠夫妇
以前在上海做了十几年花卉批发生
意，今年来到海南卖花，生意好得出
乎他们的意料。摊位前人头攒动，夫
妻俩一个招呼客人，一个搬花、装车，
忙得顾不上说话。“海南人过年有买
花讨彩头的习惯。”崔凤侠说，近两
周，她家的花卉、绿植已经卖出了
1000多株。

左手一盆山茶花、右手一盆红
掌，家住世纪公园附近的刘女士带着
儿子一同逛花市，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里花卉品种多，花几百元买花装
饰房间，既喜庆又浪漫。”

黄法越已在世纪大桥下的花市
开店16年，专做兰花生意，店里的兰
花品种多达150多种。“最近这段时
间兰花生意很好，我临时招了7个帮
工。”他说，兰花是高端花卉产品，以
前主要是酒店、公司买，现在许多普
通家庭的消费者也买，过年买兰花送

礼近几年流行起来。
黄法越的说法得到了海南柏盈兰

花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品牌营销中心总
监林忠葆的认可。“我们公司是兰花苗
供应商，今年在海南市场已经销售了23
万株兰花苗。我们10天前就没货了。”

海口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助推了海口花
卉产业的发展。2018 年海口云龙

镇、红旗镇等地新增三角梅、散尾葵、
蝴蝶兰等花卉种植面积1000多亩，
预计全年产值将达12亿元。

夜幕降临，世纪大桥下的花市灯
红通明。黄法越将几盆红艳艳的蝴
蝶兰搬到顾客的车上。“卖到大年三
十就收工，我也要回家过年啰！”他笑
着说。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海口各花卉市场近日销售火爆

逛年宵花市 品浓浓年味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王颖）2019年春节来临之
际，海南航空运用大数据分析今年春
运期间客流趋势，增加航班保障旅客
进出岛乘机需求。

据悉，2019年春运期间，海南航
空预计日均执行航班超850班次，预
计共执行航班3.4万班次，运输旅客

550万人次。
海南航空总裁徐军介绍，春运

期间该公司计划增加海南航班1238
班，平均每日增加5000个座位。同
时，海航通过推出调换宽体客机等
举措，满足旅客在春运高峰时段进
出海南岛的需求，此举预计每日可
增加2500个座位。

守护国际“年货”

海关邮检通关监管
春节期间“不打烊”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林昕）春节临近，在海口海
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邮检区，出现了不
少“洋货”：包装精致的巧克力、功能强
大的家居用品、设计时尚的皮包……
每逢佳节，总有一群海关人坚守在一
线，有条不紊地对进出境邮递物品进
行查验监管，全力保障春节期间通关
业务正常开展。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港海
关邮检区看到，负责过机查验的关员
正在一丝不苟地利用CT机多角度判
图，在短时间内迅速对邮件进行风险
研判。关员钱海昕到新的岗位工作
后，积极学习邮递物品监管规定，在同
事的帮助下很快熟悉了业务操作流
程。“我们以前分别在口岸的两个单
位工作，关检融合后成了一家人，过年
一起守好国门，热闹了不少。”她说。

“叮铃铃……”咨询电话接连响
起，关员们一遍遍细致解答，讲解邮
检政策规定。海口港海关邮检科科
长黎文已经在邮检领域奋战了11个
年头，常年从事查验工作让她练就了
一双“火眼金睛”，曾多次带领队伍参
与办理毒品案件。

据了解，2018年海口海关所辖邮
检区查获并移交案件线索28条，同比
增长16%，其中涉毒案件线索23条；
截获禁止进境物163批共372.45公
斤。黎文说：“年关将近，我们更不能
放松，要做到既严密监管又实现高效
通关，让国际‘年货’安全运抵。”

琼中百花岭景区春节期间
将推出特色文艺演出

本报营根2月1日电（记者于伟
慧 通讯员陈欢欢）为营造欢乐祥和的
新年氛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旅
委将于2月5日至10日（大年初一至
大年初六）每日10时30分至11时30
分在琼中百花岭景区举办2019年“百
花迎春”民族特色文艺演出，游客和市
民可前往该景区赏山赏水、赏歌赏舞。

据了解，今年 1月 8日至 4月 7
日，持海南省居民身份证的人员可免
费进入百花岭景区游览，海南省以外
的其他省市居民可享门票5折优惠进
入该景区游览。

“百花岭景区1月8日试营业以
来，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工作日每天接待游客1000人次左右，
周末每天接待游客两三千人次。”琼中
百花岭热带雨林旅游文化公司董事长
李合岭说，目前，景区工作人员正在排
练将于春节期间推出的文艺节目，力
争给八方游客带来新体验。

位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北门附近的3D打印旅游厕所。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供图

2月1日，海口市滨江路海南花卉大世界，各种花卉盆景受到市民青睐。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省旅游学校副校长
黄文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薛代锋）海南日报记者2月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日前，省纪委监委对省旅游学校副校长黄文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黄文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销毁
证据，干扰巡视，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公车私用、私车公养；违反组织纪律，不按
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设立“小金库”，故意销毁相关公务支出原始票据，
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款，涉嫌贪污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黄文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私欲膨胀，把公权
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违纪违法事实主要发生
在党的十八大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不
知止，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
定给予黄文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冯树祝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卫强）海南日报记者2月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
日前，省纪委监委对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冯树祝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冯树祝在担任省旅游学校校长期间，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封建迷信活动，与他人串供、销毁
证据，干扰巡视，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收受礼金，多次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
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干预干部、职工的录
用和职务晋升工作；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用公
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违反工作纪律，干预
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设
立“小金库”，故意销毁相关公务支出原始票据，涉
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冯树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
离党的宗旨，表面对党忠诚，背后违规逾矩；表面清
正廉洁，内里贪欲膨胀；表面认错改错，实则百般抵
赖，是典型的两面派、两面人。冯树祝将教书育人
的校园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自留地，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决定给予冯树祝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省骨科医院健康扶贫小分队
到临高美鳌村义诊
村民春节前收到健康“红包”

本报临城2月1日电（记者王玉洁）仔细询
问村民病情，帮他们量血压，耐心叮嘱他们日常要
注意的用药习惯和生活习惯……2月1日，由12
名医生组成的海南骨科医院健康扶贫小分队带着
医疗器械和各类常用药，来到临高县东英镇美鳌
村为村民义诊。

美鳌村共有808户3110人，其中贫困户215
户，是省委宣传部定点帮扶村。在省委宣传部和
临高县委、县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扶下，美鳌村
的道路硬化、饮水工程建设、危房改造等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目前，该村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省委宣传部派驻临高的扶贫干部孙伟介绍，
此次健康扶贫小分队到村里开展义诊活动，增强
了村民的健康意识。

2019年新春佳节将至，海南骨科医院健康扶
贫小分队还给村民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祝愿大
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三亚凤凰机场
启用自助签注一体机

本报三亚2月1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罗佳 李颖）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在该市出入境办证大厅投放了1台自助照相机，
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厅投放了1台自助照相
机和1台自助签注一体机。

据介绍，自助照相机设有中国人照片采集业
务和外国人照片采集业务两大模块，将提高出入
境窗口特别是凤凰机场入境签证室的办证速度。

自助签注一体机依托出入境自助办证系统，
可全天候为市民游客提供往来港、澳、台自助签注
服务，该设备集剩余签注查询、签注受理、签注打
印、微信缴费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市民持往来港
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使用此设备办理自助
签注仅需3分钟，操作方便快捷。

三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提示，并非所
有人都能使用此设备办理自助签注，此设备仅受
理海南省户籍居民持海南省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
签发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
证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海航增加航班保障旅客进出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