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A05 关注海口春节黄金周

禁燃换来“春节蓝”预约过海受点赞 志愿服务不打烊

海口：文明新标签 秀出新形象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今年春
节期间，海口向全体市民和每位游客
送出“新春生态大礼包”：2月4日至9
日，也就是除夕至大年初五期间，海口
市环境空气质量等级全部达到一级
优，是近几年来海口春节空气质量最
好的一年。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烟花爆
竹管控的工作要求，让广大市民过一
个安全、文明、洁净的新春佳节，海口
通过提前宣传防控、常态化巡查、落实
严管重罚、建立退货机制、大数据平台
监管等方式，禁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首
先要让公众知晓，取得群众的支持。
海口于1月发布了《关于加强2019年

春节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告》，提前划定了禁燃范围。同
时，海口安监局等部门，各区、镇、街工
作人员，志愿者等深入烟花爆竹批发、
销售公司和市民群众当中，开展烟花
爆竹禁燃禁放宣传。

“我们街道在11个社区都成立了
专门的工作队，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从保护环境、减少噪音污染、保障公共
安全的角度给市民解释为何要禁燃。”
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书记王小
燕说，中山街道内有几处庙宇有春节
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今年街道特地
买来电子鞭炮送给庙宇工作人员。

严管重罚是加强烟花爆竹管控，形
成威慑力的最重要举措。截至目前，海

口公安部门共制止、劝阻燃放行为
2973起，查处非法燃放案件93起，依
法行政罚款47人，警告处罚46人。

为确保管控到位，海口建立了常
态巡查执法机制，由公安、安监、城管、
工商等部门对各商行、仓库、闲置房屋
等开展排查，发现违法储存、销售烟花
爆竹的，一律严厉查处。2月4日，省委
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率队，先后前
往东湖三角池公园、博爱南路、秀英港
检查春节服务保障工作。2月4日深
夜，海口市四套班子值班领导组成5个
巡查组，深入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重
点区域实地巡查，深入宣传、细致劝导
广大市民以低碳环保的新方式庆祝新
春佳节，共同守护好海口的碧水蓝天。

为引导市民游客处置已购买的烟
花爆竹，海口还建立了烟花爆竹退货登
记申请机制。“我们在各小区张贴告示，
告知市民退货登记申请的联系机构，对
已进行登记受理的将酌情予以退货处
理。”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海口市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与市
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是分不开的。”海口市
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
前，海口市政府向全体市民发出2019年
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共同守护“海
口蓝”的倡议，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
参与。在海口“春节蓝”和“好气质”的背
后，是市民游客对海口市禁燃禁放工作
成绩的肯定，也是海口近年来从内到外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不懈努力。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黄培岳）2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春节黄金周期间，海
口警方扎实推进各项安保维稳工作，着力

“保平安、护稳定、促和谐”，海口全市总警
情同比下降5.8%，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
无发生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无发生重
大治安、交通、消防事故，确保广大市民游
客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海口市公安局各分局、治
安、交警、城警、特警等部门投入1800余名
警力，严厉打击扒窃、入室盗窃、砸车盗等
突出违法犯罪行为。

海口交警部门发布路况信息6745条，
适时启动一级交通勤务模式，出动警力
7082人次。海口警方强化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设立4个公安检查站（点）加大检查
力度，出动警力10810人次，严厉打击非法
贩运烟花爆竹行为，排查各类场所3632
家。海口警方还推出“不打烊”窗口便民服
务，在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和海口4
个办证中心安排专人值班正常办理业务。

确保椰城平安祥和

1800余名警力
坚守岗位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过去几年，
大年初一我都是
被 鞭 炮 声 吵 醒
的。今年禁燃，整
个市区没有呛人
的硫磺味，空气特
别清新，让人心情
舒畅。”2月5日上
午，“候鸟”老人魏
厉军在微信朋友
圈写下了这段文
字，说出了很多海
口市民的心声。

满城不闻鞭
炮味、绿色环保过
新年；预约过海受
点赞，返程之路不
拥堵；志愿服务不
打烊，贴心服务暖
人心……今年春
节黄金周，海口在
不断丰富旅游产
品的同时，全力抓
好维护旅游市场
秩序、菜篮子保供
稳价、严禁燃放烟
花爆竹等各项工
作，充分展示海口
文明、美丽、有序
的城市形象，提升
了海口的旅游软
环境，让广大市民
游客度过了一个
平安、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

■ 本报记者 郭萃

2月10日上午9时，位于海口市长滨路
的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工地改建
段，钻机开足马力开挖支护桩孔桩，一旁的
挖掘机不停地清理着渣土。

工地一角，十多名电焊工在紧张地焊接
着钢筋笼，手中的电焊枪直冒火花。快速路
（二期）项目钢筋班班长白宗岗拿着卷尺，仔
细测量着已做好钢筋笼的钢筋间距及长度。

“桩基施工是桥梁施工的第一道工序，
而制作钢筋笼的效率直接影响桩基施工的
进度。”白宗岗介绍。钢筋笼加工是个精细
活，为了保证加工质量，白宗岗每天都要在
工地上来回查看。在他的调配下，1个班组
一天能焊接4套钢筋笼。

“春节有时候忙起来午饭都是直接送到
工地，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蹲下就吃，吃完后
就立刻又开始施工。”白宗岗说，“目前又有
30多套钢筋笼制作完成，为春节后的承台开
挖奠定了基础。”

“2018年11月28日开工，计划到2020
年4月13日实现通车，整个项目工期紧，任
务重。”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海秀
快速路（二期）工程项目经理部项目书记范
青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节黄金周期间，40
余名工人依然坚守在施工现场，保证关键
部位不停工。范青所说的关键部位，除了
位于长流的改建段，还包括位于粤海大道
的起点段。

在起点段2.297公里长的工作面上，工
人们正在开展软基处理和路基填方作业，
工地也是一派繁忙景象。范青介绍，“目前
新建段软基处理已基本完成，土方也已填
筑到常水位以上。力争在5月雨季前，完成
所有的软基处理和路基填方工作。”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秀快速路（二期）
已完成投资4590.35万元。起点段正在进
行路基施工作业，改建段已完成186根桩基
灌注，正在钻孔16根。“计划在6月底完成
桩基；7月底完成承台施工；10月中旬所有
墩柱浇筑完毕；12月底，箱梁及钢-砼组合
箱梁现浇完毕；2020年3月底，完成剩余工
程。”范青说。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
节日不休

工地新春焊花红

二
月
六
日
，海
口
晴
空
万
里
、碧
海
蓝
天
。

本
报
记
者

袁
琛

摄

2月9日下午14时许，海口火车东
站大厅里人头攒动。当时室外的温度
为31℃。炙热的阳光下，一个个身着
红色或蓝色马甲的志愿者在忙碌着。

“快，咱们要再快一点儿，不然就来
不及了。”志愿者符乃夫正帮助返回深
圳工作的海口人李华提着手提箱快速
奔向进站口。因为路上耽误，李华到达
车站的时间比预计晚了不少，原本预订
的动车还有10多分钟就要发车。

“我一下的士，符大哥就过来问我
需不需要帮忙，原本我都以为赶不上
了，没想到现场还有志愿者第一时间
引导我快速通关，现在看来应该赶得

及！海口这几年变化真大，每年回来
都感觉不一样，无论走到哪儿，都能感
受到家乡人的温暖。”李华说。

看着李华顺利进站，符乃夫才转身
离开。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两天已
经进入春节黄金周返程的高峰期，游客
量明显增多，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少志愿
者，都是主动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奔
赴海口各个志愿服务点提供服务。

不仅是在海口火车东站，这几天，
海口的各个港口、机场、码头、火车站
等重要交通枢纽点，人们总能看到这
一群身着红色、蓝色马甲的志愿者。
年轻的志愿者来回帮游客扛行李；年

纪稍长的志愿者维持秩序，引导游客
顺利进站；还有许多中学生主动利用
寒假参与志愿服务。在美兰国际机
场，每天有23名志愿者开展志愿服
务，并将一直持续到春运结束。

据统计，自今年春运启动以来，海
口志愿服务持续进行，截至2月9日，
全市累计有2.2万多名志愿者进行志
愿服务。

春节期间，海口各旅游饭店客房
实行政府指导价。海口酒店客房备案
价格按照《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
标价的规定》要求，一律采用标价牌、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如实标示各类客房

实际销售价格，实际结算价要与标价
一致。对违反政府指导价管理措施、
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规定的，一经
查实，将依照相关法规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为加强联合监管，海口以
12345、12301为指挥棒，充分发挥“1+
3+N”综合执法作用，重点打击违反旅
游合同约定、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和“黑
社、黑导、黑车、黑店”等现象，对在假日
期间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一查
到底、依法顶格处罚。保证24小时及
时受理旅游投诉，努力保障广大市民游
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禁燃效果显著 “春节蓝”持续“在线”

去年春节的罕见大雾让琼州海峡
持续封航，造成上万辆汽车、近10万
名旅客在海口三大港口附近滞留。今
年，海口推出“预约过海”模式，实现了
过海旅客出行从“无计划”到“有预
期”，车辆过海从“无序到港”到“有序
进出港”变，琼州海峡进出港效率得到
大幅提升，让市民、游客的春节返程走
得高效通畅。

2月9日，市民杨先生体验了一次
过海之旅。当天，他通过微信公众号预
约了10时30分从海口秀英港出发的车
船票。上午8时30分，杨先生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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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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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船，整个过程只需十多分钟。
下午1时，轮渡抵达湛江海安港。

“去年因为堵车，我们不得不改变
行程，正月初十才回家。今年来之前
也担心再出现滞留情况。”来自广西的
游客王焕树说，今年返程很顺利，他按
照短信提示时间到达秀英港，不到5
分钟就可以到达泊位。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琼州海峡轮渡
运输通行效率，海口相关部门借鉴高
铁、航空的预约购票模式，结合琼州海
峡轮渡运输实际情况全面推行“预约

过海”模式，并多次对相关工作进行梳
理，优化流程。从以往的只能用身份
证在“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
云”APP上购票，调整为可以使用临时
身份证、居住证、护照、户口簿等10余
种证件在携程、同程APP或网站上进
行购票；对于错过检票时间的旅客还
可免费改签一次。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
发言人谢焕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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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统计，提前预
约的司机比到港后再购票的司机（非预
约）至少可以提前1个小时过海。”

“为提升旅游服务，今年港口内
也做了很多提升工作。”谢焕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客运站门前的广场
上，以往的等候区只有一排排遮阳
棚，而今年遮阳棚下摆放多排靠背座
椅，便于旅客休息等候；所有指示牌
焕然一新，更显眼、更明确、更美观，3
号门前的指示牌，还新增了韩文注
释；客运大厅前的“回”形走廊同样是
小改进却带来了大作用，有效缓解了
安检区的压力，并且将所能容纳的等
候安检旅客数量提升至最大限度。

2月7日，海口市滨海大道，志愿者对“预约过海”和“非预约过海”的车辆进
行分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6日，海口骑楼老街，保洁员和旅游引导员坚守岗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推出“预约过海” 春节返程高效通畅

全天受理投诉 贴心服务暖客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