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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2 月 9 日讯 （记
者周元）2 月 9 日，海南省委办
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
下发通知，要求节后各市县各
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不安排相
互走访活动。

俗话说，没到正月十五不算
过完年，眼下，大多数百姓还沉

浸 在 节 日 喜 庆、悠 闲 的 氛 围
中。但对2019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这一关键之年来说，
各项任务艰巨而繁重，抓好“春
耕”尤为重要。该通知对我省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
府，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

单位提出要求，指出今年是我
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
落实年，为切实抓好中央和省
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节后各市县各部门、各企事业
单位，不安排相互走访活动，要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结
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节后不走访 一心抓落实

我省部署
下阶段春运工作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2月8日大年初四，省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在省春运
应急指挥中心召开专题会议，了解春节期间我省春运
工作相关情况，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省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王路出席会议，
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春运一线的广大干部职
工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

会上，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汇报了春运工作情况，
据悉，截至目前，今年我省春节期间的各项春运工作平
稳安全，航空、水路、陆路畅通有序。

会议对下阶段我省春运工作作出部署，要求进一
步加大安全管控力度，打造“平安春运”；进一步加强组
织调度，打造“便捷春运”；进一步创新便民服务举措，
打造“温馨春运”；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
信春运”；并以琼州海峡、美兰机场、凤凰机场为重点，
打造“品质春运”；同时继续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
等媒体途径，进一步加大春运工作宣传力度，特别是预
约过海等工作，提高旅客的知晓度。

省交通运输厅，海口市、省气象局、海南海事局、省
交警总队、交通运输部珠航局海峡办、民航海南安监
局、民航海南空管分局、海航集团、南航海南公司、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会。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这几天，当大家沉浸在浓浓
的新春气氛中时，一位戴着宽边
眼镜、穿着沾满泥土鞋子的男子
却一直扎根在田间地头，指导农
民依靠现代科技发展特色种养
业。他就是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市育才生态区那
受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小锋。

“杨书记快看，在您指导下
种的青瓜丰收了！”2月9日（大
年初五）下午，三亚市育才生态

区那受村村民苏龙辉一边将青
瓜装上农用车，一边擦着额头的
汗水向前来走访的杨小锋报喜，

“除夕那天我卖青瓜挣了4000
多元‘压岁钱’，从除夕到现在已
进账上万元了。”

杨小锋连称“不错”，推了推鼻
梁上的眼镜，拿起堆在青瓜基地
的一根根大青瓜帮苏龙辉装车。

曾因妻子患病成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苏龙辉，在杨小锋帮扶
下种植了2.5亩青瓜。2018年，
苏龙辉仅卖青瓜的纯收入就超过

2.5万元，一举摘掉了“穷帽子”。
除了苏龙辉，那受村建档立卡贫
困村民苏国光、苏祥海，也靠种植
青瓜脱贫出列。

科学种植青瓜不仅仅在于
有优质种苗，还在于推广生态
环保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和降
解绳。

脱贫村民苏祥海种植的青瓜
基地，采用的就是全生物可降解
地膜新技术。“依靠种植青瓜、豇
豆和养羊等产业，2018年我挣了
7万多元， 下转A04版▶

三亚南繁研究员杨小锋新春扎根基地扶贫

脱贫户喜挣“压岁钱”

■ 本报记者 郭萃

位于海口市海垦街道碧湖家
园东区空地上一个20平方米的

“集装箱”，是海口市民吴韵琴春
节期间买菜的新去处。

“集装箱”外，平价菜便民网
点几个醒目的大字标明了该网点
所销售的蔬菜特点：方便、实惠。

“集装箱”内，整齐摆放了20
余种菜品，每个价格牌上的源头追
溯二维码以及墙上张贴的检测报
告，则说明了这里的菜丰富、安全。

2月9日早上5时30分，天
还未亮，碧湖家园平价菜网点店

员蔡汝同和搭档张昌华便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

他们麻利地将刚运输来的蔬
菜从车上卸下，将不同品种的菜
类摆放到指定位置，核对价格。
6时30分许，这个由海口市菜篮
子产业集团经营的平价菜便民网
点迎来了第一批顾客。

吴韵琴住在碧湖家园小区，每
天早上她都会早起买一些新鲜的
蔬菜，“离这里最近的市场是坡博
市场，走路单程要20分钟，而平价
菜网点就在家门口，下个楼就可以
买到当天的新鲜菜，非常方便。”

在金牛岭公园晨练完的市民

甄玉芬回家途中，也顺便在平价
菜便民网点买些青菜为家人准备
午餐。她将一把上海青、地瓜叶
和几个土豆分别放在电子秤上，
打印出的凭条显示着上海青的重
量为1.2斤，单价为2.3元/斤；地
瓜叶2.2元/斤，重量为1.6斤；土
豆1.8元/斤，重量为2.3斤，总共
花费10.4元。

自1月18日碧湖家园平价
菜便民网点营业以来，受到了周
围居民的欢迎。“我们这里每天
销售不少于20个品种的叶菜、
根茎瓜果及特殊菜，价格均低于
市场价， 下转A04版▶

海口菜篮子平价菜网点春节保供应

方便 实惠 丰富 安全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记者
郭萃）2月9日，海口港新海港区、
秀英港区进入返程高峰，截至当
日 20 时，共出岛 73 航次，车辆
1.15万辆。得益于“预约过海”的
信息化手段，今年琼州海峡南岸
车辆过海效率大幅提升，港口交
通井然有序。

2 月 9 日，记者在秀英港看
到，返程车流量开始增多，秀英港
待渡车场有少量车辆停留的情
况，由于运力调配合理，候船时间
控制在正常等待范围，客运候船
大厅的散客过海通道亦有条不
紊。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新闻发言人谢焕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目前秀英港、新海港两港区
运力平衡，均采取“一点多班”的
发班模式。

在此次春运返程高峰中，“预
约过海”有效分导了车流量，保障
了车辆有序过海，并获得旅客纷纷
点赞。

在滨海大道秀英港港集路路
口，为保证春运过海车辆顺利通过，
港口工作人员、交警、志愿者和有关
部门已经开始疏导工作。“此次春
运，海口首次使用预约过海移动分
导设备，该设备会在2秒内识别出
事先预约车辆， 下转A04版▶

新华社海口2月9日电 大年
初五，随着春节黄金周临近尾声，
海南开始迎来春运返程高峰。

去年春节，一场罕见的持续大
雾让琼州海峡持续封航，叠加春节
黄金周返程高峰，海口三大港口附
近滞留上万辆汽车、近十万名旅
客。今年春运期间，海口新海港、
秀英港等港口大力推行“预约过
海”模式，畅通了春节返程路。

当日，记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预
约了10时30分从海口秀英港出
发的车船票，全程体验了一次过海
之旅。上午8时30分，记者驾驶
车辆经过预约通道口的卡口，经过
不到2秒的车牌号自助识别后，车
辆进入安检区进行安检，之后驶入
港口待渡区准备检票。随后，记者
出示购票二维码经工作人员扫描
后完成检票，排队登上紫荆二十二
号船，整个过程十多分钟。下午一
点，轮渡抵达湛江海安港。

2018 年 10 月，海南实行预
约过海模式以来，过海变得越来
越方便、越来越快捷成为旅客们
的普遍感受。来自辽宁沈阳的
游客胡先生是第一次体验预约
过海。春节期间，他从广州租车
来海南游玩，担心出现去年拥堵
的情况，10 天前通过微信公众
号提前买好了船票。“没想到一
路这么顺畅。”胡先生说，“预约
过海模式很方便，出示身份证就
可以上船，便捷化的服务感觉很
舒服。”

来自广州的游客武先生经常
来海南游玩，担心出现去年的滞
留情况，他打算先到港口看看情

况再计划行程。“去年等了几天才
登船回家，今天早上9点多来到
秀英港附近后发现没有排长队，
于是通过扫描预约过海的二维码
预约了10时30分的车船票，很顺
利地登上船。”

据统计，仅2月8日一天，琼
州海峡累计出岛车辆16025车次，
游客 7万余人，共运行 109 个班
次。“这样大的车流量以往排队至
少要一小时，现在通过预约过海，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海南海峡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
杰说。

谢焕杰表示，琼州海峡预约过
海模式类似于机场航班和定点班
车模式，将海口至海安滚动发班航
线，全部变更为定点发班模式，方
便了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
也有利于港航部门根据购票情况
预期调配运力和排班，提高进出港
通行效率。

“为确保出岛旅客顺利过海，
我们还加大运力投入，并建立海
口-海安航线放空机制，应急疏运
状态无条件服从调配，并制定了放
空补偿办法。”谢焕杰说。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建议
广大旅客提前进行预约，不要到了
现场再预约。“尤其是这两天出岛
车辆比较多，如果现场再买很可能
买不到想要乘坐的班次，同时也会
耽误检票时间。”谢焕杰介绍，根据
统计，提前预约的司机比非预约的
司机至少可以提前1个小时过海。

“有了预约过海，来海南旅
游再也不怕堵在港口了。”来海
南自驾游的重庆旅客尹先生说，

“我明年打算坐动车到湛江，再
乘船过来。”

（记者刘诗豪、王军锋、刘博）

海南：“预约过海”模式
让春节返程不再堵

海口港进入返程高峰，昨日出岛车辆1万辆以上

交通井然有序 效率大幅提升

中央媒体看海南

海南元素频频亮相央视

热带风光引游客
文化消费成亮点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赵优）海口滨海大道
夜景现身《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关注海南文化旅游
消费……近日，海南元素频频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向全国观众展现新春佳节中的海南风情，令海南观众
十分惊喜。

连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朝闻天下》栏目连续
推出“过大年迎新春”系列报道。9日上午，该栏目以
《过大年迎新春·海南三亚：热带风光引游客，文化消费
成亮点》为题关注海南旅游，展现了三亚丰富多彩的节
庆活动以及浓厚的节日氛围。

人气火爆的景区景点、阳光明媚的滨海风情……
节目中，镜头扫过三亚天涯海角、三亚湾红树林水上世
界等景区及酒店，节日氛围浓厚，旅游市场火爆。据报
道，春节期间，为了迎接各地游客，海南三亚推出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各个景区景点人气火爆，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热带滨海风情。

报道称，除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些文化旅游产品
也吸引不少游客前去体验。在海棠湾水稻公园，2000多
名观众在星光下欣赏实景表演的《红色娘子军》，感受红
色经典。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内，身着民族服装的阿哥
阿妹们伴随着音乐跳起了舞蹈，与游客共庆新春。

2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以《幸福中国年：繁花似
锦新时代 流光溢彩贺新春》为题，用镜头聚焦了全国
多个城市的灯光秀，其中海口滨海大道贺新春灯光秀
亮相其中。《共同关注》栏目中也播放了海口滨海大道
夜景，展示新春佳节中的椰岛风情。

春节黄金周进入尾声

自驾游乡村游热度不减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赵优）今天是2019年

春节黄金周第六天，不少市民游客抓住假期的尾巴举
家出游，自驾游、周边游、乡村游热度不减。

海口市区的美舍河湿地公园、郊外的潭丰洋湿地
成为返程客最佳出游目的地。在琼海，品尝农家美食、
采购绿色农副产品、体验农家民宿、健身登山、休闲垂
钓、踏青访友、寺庙祈福等游客持续增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节日期间，我省加大重点行
业风险管控，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全省各地旅游市场和
旅游接待工作平稳有序。2月9日，全省各旅游服务热
线接听电话14个，咨询类电话13个，均为各市县旅游
服务热线接听；投诉类电话1个，已由旅游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进行处理。

2月9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星路附近的平价菜便民网点，市民在购买平价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9日，在海南海口秀英港码头，旅客排队登上客滚船。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据统计

春运19天累计出岛车辆14.61万车次，同比增长1.9%
进岛14.81万车次，同比下降14.9%
累计出岛旅客67.40万人次，同比下降3.2%
进岛56.42万人次，同比下降19.3%

返程高峰过海车辆较多，为了提升琼州海峡轮渡通行效率，广大
司机、旅客需提前进行预约购票，根据提示时间达到港口检票过海

如未提前预约而当日船票已售完，车辆到达港口可能会无法购
买到当日车船票

温馨
提醒

1月21日
至2月8日

2月9日
（截至20时）

共出岛73航次

车辆1.15万辆

2月9日

全省旅游接待游
客 134.11 万人
次，其中接待过夜
游 客 80.01 万
人次，一日游游客

54.09万人次

乡村旅游
点接待游
客 21.98
万人次

旅游景区接待游
客75.72万人
次，其中A级旅
游景区接待游客

47.82万人次

海口、三亚两地免税店及万宁首创奥特莱

斯接待游客9.1万人次，同比增长25.5%；

销售额1.2亿元，同比增长21.07%

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