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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征集解放海南岛战役资料及实物公告
解放海南岛战役是海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了纪念在解放海

南岛战役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革命事迹，包括海南人民
支前、拥军、爱党、爱军等可贵精神。在解放海南岛战役胜利70周年
前夕，位于金牛岭公园内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纪念馆”将陈列展出解
放海南岛战役英勇事迹。现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为解放海南岛战役做出过突出贡

献、牺牲的烈士遗物、手稿等文字资料；2、上述烈士家属保存的烈士
枪弹、笔记本、战争物品、纪念品、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实物；3、

其他人士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文字和实物资料；4、其他能够反映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海南人民生活、支援前线、拥军爱民等事迹
的文字和实物资料。

二、征集措施
1、自公告之日起，在海口市勋亭路39号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管理

处设立接待站，负责接收、鉴定物品，并提供服务。2、欢迎社会各界
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898-65348392（周一至周五正常上班时
间） 联系人：梁先生、龙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勋亭路39号 李
硕勋烈士纪念亭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2019年2月10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031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原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中贤二村集体留用地历史遗留问
题，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委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B0311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9年2月11日至3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
（http://ghw.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
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
细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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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樊曦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
司获悉，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
发送旅客1252万人次，同比增长
3.3%，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
高峰。

2月 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111.4万人次，同比增加42.4万人
次，增长4.0%。其中，中国铁路武
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75.6万人
次，同比增加 3.0 万人次，增长
4.1%；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79.9 万人次，同比增加13.9 万人
次，增长8.4%；南昌局集团公司发
送旅客87.5万人次，同比增加1.3万
人次，增长1.6%。

针对雨雪天气影响，各地铁
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各种措施，努力确保铁路运输安
全畅通和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
行。上海局集团公司阜阳火车站
在站前广场搭建 3000 平方米的
临时候车棚和风雨廊，合肥、合肥
南火车站利用广播、显示屏等不
间断播放列车到发信息和雨雪天
气注意事项；成都局集团公司在
各客运大站廊道、天桥、楼梯、站
台等人流密集通道，铺盖防滑草

垫，安排专人加强积雪清扫和安
全引导，防止旅客滑倒；南昌局集
团公司加强各大车站候车室供

暖，保证开水供应。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客流

高峰已经到来，已通过互联网、电话

成功预订车票尚未取票的旅客，请
尽量提前取票；乘车时请携带车票
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

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
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取票、安检、验
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发送旅客1252万人次

全国铁路迎来春运单日客流最高峰

极端天气阻挡不了返程步履
——我国中东部地区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温暖返程

四川省泸州市气象台发布强
降温蓝色预警：预计泸州市各区县
8日到10日有明显降温降雨天气
过程，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6-
7℃，局部可达8℃左右，冷空气影
响时伴有小雨和3-4级偏北风；高
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并伴有
道路结冰现象。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显示，2月9
日下午和夜里江北大部分地区有
小雪，江南东部有雨夹雪或小雪，

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2月10
日，淮北地区有小雪；江淮之间和
江南东部有小到中雪，部分地区大
雪；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安
徽省气象局官方微博发布的图片
显示，9日安徽多地气温在0℃以
下，部分地区雪深达到15厘米。

湖北省气象局监测数据显示，
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到来，湖北天
气突变，全省出现明显降雨、大风
和降温天气。9日上午11时，武汉

市最低气温跌至零下2℃。受恶劣
天气影响，武汉二环线部分路段出
现结冰，交警对二环线高架部分匝
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9日0时08分，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受
降雪天气影响，预计9日中午以前，
上海北部和西部地区可能出现对
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2月9日
10时10分，上海中心气象台解除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9日上午，在江西南昌一家国
企工作的刘泽带着妻儿从位于江
西上饶的老家出发，开车走高速返
回南昌。“一路上都在下雨，原本3
个多小时的路程 4 个小时才开
到。”刘泽说。

9日下午，安徽交通运输联网
管理中心官方微博显示，受雨雪天
气影响，S12滁新高速阜阳段阜南
入口临时封闭。安徽省内其他部分
高速实行限制车型上道及限速交通
管制，G35济广高速阜周段阜阳东、
袁寨入口临时封闭。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应急

响应中心负责人介绍，2月8日雨
雪天气造成部分铁路班次延误，
有关部门针对滞留旅客启动了应
急响应预案，并有序做好地铁延
时运营、公交班线和出租车疏散
客流等工作。

“天气再冷，我们也不怕。”刚从
返程大巴车上下来的泸州籍农民工
李丽说，她和丈夫9日返回成都打
工，但天气一下子变冷了，不过大家
都不太担心。记者看到，在泸州西
高速服务区内设置有返程农民工咨
询服务站点，这里备有热水、服务手
册，帮助返程农民工安心返程。

“九江长江大桥是京九线的‘咽
喉要塞’，春运期间，大桥上每天要
通过近200趟列车，越是风雨天越
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大桥车间检查
工区班长黄水政说。在大桥上，中
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桥
工段的桥隧工人们正迎着风雨攀爬
上35层楼高的桥拱顶端进行检修，
确保列车安全通过。

9日和10日上海将有雨雪降
临。为保障返程高峰的道路通畅，
上海共出动4100余名道路养护人
员，彻夜落实雨雪恶劣天气防范措
施，加强值守工作。“上海各级道路
管理机构已落实雨雪恶劣天气防范
措施，加强值守；充分做好应急物资
机具的储备和检查，及时启动雨雪
冰冻天气应急预案。”上海市交通委
路政局副局长钱国辉说。

为了应对气温骤降，四川省
泸州市加大了对辖区道路事故多
发路段、长下坡、急转弯、隧道等
重点路段沿线排查，对于可以简
单排除的安全隐患，及时清理，对
于无法及时排除的隐患，立即通

知相关职能部门到现场进行排险
处理，确保返程期间辖区道路交
通秩序良好、安全、畅通。

“这两天降雪又赶上春运，我
和机场其他很多同事已经3天没
回家了。”合肥机场场务科阮怀文
介绍说，8日和9日凌晨，经过集中
开展除冰雪等措施，9日机场已经
恢复适航。针对雪后路面结冰等
情况，安徽多地交警组织警力，通
过采取压速带道、指挥疏导、抛撒
融雪剂等措施，全力保障道路安全
通畅。

在武汉市硚口区，长丰高架、硚
孝高速等一些路段，从8日夜间开
始出现路面结冰的情况。硚口交通
大队巡逻交警介绍说，这些冰结得

“很内敛”，远看像是没有冰，踩上去
却溜溜打滑。为避免因结冰引发严
重交通事故和堵塞，武汉城管部门
同步开展融雪防冻作业。据武汉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统计，9日当天，武
汉市共出动融雪防冻人员9400多
人次，出动车辆1400多台次。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81万
成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罗争光）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全
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
过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贫攻坚
的重要力量。

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
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
外公布，强调了社会组织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
要作用，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点领域。
一年多来，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大批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主动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方便、创
造条件，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同时也将依法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中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批评，对假借扶
贫名义搞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予以打击。

进入降温雨雪、道路结冰模式

部分高速入口封闭 有铁路班次延误

启动应急预案 保障温暖返程

9日，春运进入返程高峰，中东部地区返程旅客在低温和雨雪天气中踏
上了返程之路。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中东部还将有大范围雨雪天气出
现。各地多措并举应对强降温、道路结冰等极端天气，保障旅客温暖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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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旅客在南昌火车西客站候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2月10日，郑州火车站职工在站台清理积雪。 新华社发（祝庆 摄）

“火星合月”今日上演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新华社天津2月10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11
日，夜空将上演“火星合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即可看到红色的火
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映、齐放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呈红色，荧
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动，有时
从西向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
所以我国古代叫它“荧惑”，有“荧荧火光，离离乱
惑”之意。而在西方古罗马神话中，则被喻为身披
血色战袍的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白羊座，日落
时位于西南方天空，约于23时12分落下，亮度
1.0等，前半夜可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文学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11日日落后，一弯正月
初七的“上弦月”挂在西南方天空，在月亮右边不
远处，有一颗红色星星，这就是火星。“红色的火星
与皎洁的月亮，在苍穹中深情相对，上演‘星月童
话’，为早春的夜空平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远镜看得
很清楚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公众用小型天文望
远镜观测“火星合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
星看起来呈现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美丽。”

2月10日，在安徽省巢湖市亿信人力资源市
场，求职者在了解企业情况和用工需求。

当日是正月初六，安徽省巢湖市举行新春企
业用工招聘会，100余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吸引
求职者到场应聘。 新华社发（马丰成 摄）

2月9日，游客在睢县胡堂乡的“扶贫草莓大
棚”外购买草莓。

近年来，河南省睢县胡堂乡创新扶贫模式，统
筹协调160多户贫困户利用扶贫资金入股辖区一
农业基地，建立起集种植、采摘为一体的30余亩
“扶贫草莓大棚”。贫困户在赚“分红”的同时又可
在农业基地打工挣工资，实现“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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