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今年春运民航旅客吞吐量累计344.25万人次

港口进出岛旅客累计192.17万人次

岛内运输累计485.3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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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2
月11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2
月 10 日，2019 年春运已进入第 21
天，我省挑战最为艰巨的“春节黄金
周”车（客）流高峰期已平稳度过。

目前全省春运总体井然有序、安
全畅通，各类营运车辆、船舶没有发
生死亡事故，各种运输方式均未启
动重大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前半程
春运工作组织有序，保障有力，总体
形势良好，春运工作成效和亮点受
到国家发改委三次通报肯定，预约
过海机制更是得到了群众和省内外
媒体的点赞。

据省春运办数据，截至 2月 10
日，今年春运民航旅客吞吐量累计
344.25万人次，其中进岛累计171.53
万人次，出岛累计172.72万人次。其
中 春 节 黄 金 周民航旅 客 吞 吐 量
119.98万人次。

港口进出岛旅客累计192.17万

人次，其中进岛累计90.08万人次，出
岛累计102.09万人次。其中春节黄
金周港口进出岛旅客69.22万人次。

岛内运输累计485.31万人次，其
中道路客运累计268.13万人次，东环
高铁累计163.62万人次，西环高铁累
计53.56万人次。春节黄金周岛内运
输157.63万人次。

据分析，我省前半程春运主要有
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进出岛旅客

“一减一增”：表现在水路进出岛旅
客小幅减少，民航进出岛旅客有所
增加。二是运输质量保障“一减一
增”：针对运输服务的投诉大幅减
少，社会各界对我省运输服务质量
提升的获得感明显增加。三是运输
安全保障“一减一增”：各类重大安
全隐患大幅减少，安全保障的可靠
度明显提升。四是旅客出行模式

“一减一增”：旅客到站买票行为明
显减少，采用预约出行模式的旅客
大幅增加。五是运输部门的压力

“一减一增”：今年春运组织采取强
化协同模式、重在事前预防，春运开
始后各部门和运输企业的事中事后
应急工作压力与往年相比明显减
少，节前的准备工作量明显增加。

今年，我省各有关部门均把春运
工作列为重中之重。为确保今年春
运工作组织指挥高效有序，我省成立
了省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由29个部
门和单位组成，陆、海、空、铁全覆盖、
组织更加周密健全、保障更加有力；
成立省春运工作应急指挥中心，利用
大数据加强春运分析管理，利用高科
技的“大脑”和反应敏捷的“神经中
枢”，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通报表扬
及交通运输部的高度评价。同时，我
省还建立了“海南省春运工作微信
群”，及时了解、快速部署、跟踪抓好
各项春运工作。春节黄金周期间，省
交通运输厅负责人通过微信群高效
解决了预约过海流程优化、百度高德
导航功能完善、海口火车站出租车挑

客、路网拥堵、中线高速加章隧道电
力线路故障、高速公路服务区厕所卫
生条件不佳、台湾中华航空罢工旅客
出行受阻等问题，获得了广大旅客的
点赞。

此外，我省还严格落实部、省、市
三级联动机制，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
下，主动与广东、广西沟通协调，共同
推进落实《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服
务 能 力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9-
2021）》，有效解决了琼州海峡春运运
输卡脖子问题。

我省多措并举，确保运输供给，在
水运方面，采取琼州海峡过海预约制、
加快推进海口港集疏运体系建设、修
改海口港雾航标准、压缩装船配载时
间等12大措施确保过海通畅。

民航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民航局的
支持，多家航空公司在春运期间大幅增
加了进出海南的航班，多条航线也改换
宽体机执飞，显著提升了运输能力。

铁路方面，我省通过增开列车、增

加列车无座票数量等方式，显著提升
了运输能力，有效满足了旅客出行需
求。同时，保持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密切沟通，确保及时协调
增开列车。

道路运输方面，我省科学安排运
力，投放公路营运客车6000多辆，客
位18万多个，对重点线路、经济热线、
农村单车单线及沿海市县渔民往返线
路视情增加班次，对省内短线客源密
集线路，实行流水发班模式，及时疏散
旅客；并在广东设立多个停靠点，供凌
晨需要停车休息的车辆停靠。

同时，今年春运，我省还推出系列
便民服务举措，琼州海峡运输大力推
广“预约过海”模式；民航方面申请增
加航班运力，缓解热门航线的出行压
力，抑制“天价机票”；道路运输部门加
大农村道路客运、城乡公交、出租汽车
等运力投入力度和联程服务，畅通旅
客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满足城
乡群众出行需要。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对于海口市民赵晓毅来说，今年
春节他体会到了一份特别的温暖——
大年初五下午，他乘坐出租车到宜欣
城，下车时不慎将贵重物品遗落在车
上。“出租车离开了，我没记下车牌
号！”情急之下，赵晓毅第一次拨打了
海口12345 热线。没想到，40分钟
后，热线平台就为他联系到了驾车司
机，并帮助他顺利取回了物品。

像这样的案例，这个春节还有很
多。为了保障每一位市民、游客过上安
心年、幸福年，海口以12345海口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为抓手，提前部署、
精细安排，充分发挥出平台“指挥棒”

“绣花针”“连心桥”的作用，用不断提升
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让越来越多的
百姓在这个春节获得幸福感与认同感。

2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的智慧联动平
台，一面大小约为116平方米的智能

指挥屏首先映入眼帘。屏幕上，“今日
进岛人数”“今日出岛人数”“今日进岛
车辆”等数据正在实时更新。12345
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顾问刘春
林介绍了平台的另一大“法宝”——全
市视频资源整合平台。通过视频画
面，可以看到火车站进站口、汽车站候
车大厅、码头进港口等地的实时情
况。一旦发生拥堵，平台将第一时间
进行处置。

今年春节黄金周，海口“春节蓝”

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好空气”“好
环境”的背后，离不开12345海口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的助力。比如，平
台借助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有效地加
大了《海口春节元宵节期间禁燃烟花
爆竹》等信息宣传；将春节期间的烟花
爆竹办件定义为紧急类办件，要求30
分钟快速处理。

保障每一位市民游客过上安心年
的背后，也离不开智慧联动平台工作
人员的辛苦付出。大年三十至初二期

间，平台共有30多名话务员连续3天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据统计，2月4日
至2月10日11时，12345海口市民智
慧服务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4926万
件，平台接通率99.75%，94.91%的办
件得到办结。今年春节期间，12345
智慧联动平台日均值班158人次，为
市民游客提供了7×24小时不间断的
温暖服务。在此期间，49名市民还专
门致电对平台表示感谢。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全省10万人次警力保平安
春节假期我省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杨笑）2月11日上午，省
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通报全省春节
安保工作情况，并部署当前安保工作任务。

据介绍，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结合海
南春节旅游热的特点，在常态巡控勤务的基础上，科
学谋划，精心部署，充分发挥“路长制”“警保联动”等
警务机制的效能，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地段及案件
高发地区、公共复杂场所的巡逻防控力度，提高群众
见警率，有效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省治安秩序
良好，各地大型节庆活动安全有序，重点旅游景区秩
序井然，全省道路交通形势总体平稳顺畅。

2月4日至2月10日12时，全省共投入警力
10万余人次，出动警车2.5万余辆次；110有效警
情14382起，与去年春节期间同比上升0.5%；共
立刑事案件50起，同比下降83.7%；共受理治安
案件258起，同比下降了43.5%；全省共发生一般
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13起，直接财产损失
5.38万元，同比下降80.4%。全省未发生造成影
响的重大刑事案件和公共安全事故。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出席会议。

海南海事保障118万旅客
水上出行安全
春节假期水上交通零险情零伤亡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何志成 汪蓓）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海南海事
局获悉，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南海事部门强化
节日值班，加强现场监管，为群众打造平安、祥和
的水上出行环境。据统计，全省各港口码头、乡镇
渡口船舶进出港共计21681艘次，水上安全运输
旅客118万余人次。海南辖区未收到水上险情报
告，实现了春节期间水上交通零险情零伤亡。

为应对客货流双高峰，保障辖区春节期间群
众水上安全出行，海南海事局提前研判，结合旅客
水上出行特点，科学调配执法力量，全力加强了重
点时段、重点船舶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力度。

据统计，节日期间琼州海峡客滚船安全运营
1295航次，过峡车辆1.54万余辆次、旅客70万余
人次。三亚海事局加强旅游船艇现场巡查监管，
有效保障了8航次大型邮轮3000余名中外游客
安全进出港。八所海事局重点做好辖区木棉红等
涉水旅游现场监管，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

美兰机场运送旅客
逾70万人次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黄裕光）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获悉，春节黄金周期间，美兰机场共执飞航班
4306架次，运送旅客70.8万人次。

据统计，2月10日（农历大年初六），美兰机
场迎来春节黄金周返程高峰，单日执飞航班549
架次，单日客流量突破历史峰值，达到9.6万人
次。截至目前，美兰机场运行国内外航线193条，
国内外通航城市131个。

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未来几天出行高峰
仍将继续，为了不耽误行程，请旅客至少提前2小
时至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值机手续。

凤凰机场运送旅客
超54万人次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
靳莉阳）春节黄金周期间，三亚航空市场稳中有
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增加运力应对黄金周客流
高峰，投放宽体机750架次，同比增长7.8%。

春节黄金周期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运送旅
客突破54万人次，保障航班2874架次，同比分别
增长5.47%和7.64%。春节黄金周期间凤凰机场
日均运送旅客7.7万人次，其中，2月9日运送旅客
8.3万余人次，创三亚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历史新
高。

本报嘉积2月11日电（记者丁
平）今年春节黄金周，琼海受中外游
客热捧，全市共接待游客44.06万人
次，同比增长1.1%；旅游总收入2.4
亿，同比增长 2.4%；乡村旅游接待
30.4万人次，同比增长2.9%，一日游
接待28.88万人次，同比增长5.3%，旅
游市场秩序良好，无旅游投诉案件和
重大事故发生。

春节黄金周，龙寿洋万亩田野
公园花海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在2月5日和2月7日，中央电视台

《朝闻天下》和《新闻联播》栏目分
别以《万亩公园花盛开 新春花海
醉游人》和《尽享假日 共度幸福中
国年》为题对龙寿洋花海进行了报
道。

每年的春节到元宵节期间，潭
门镇的居民会开展鲤鱼灯闹春活
动，祈愿新的一年里家家户户都能
够人丁兴旺、万事大吉。2月 8日，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以《鲤
鱼灯闹春 入户送祝福》为题报道潭
门镇这项活动。

春节黄金周接待游客44万人次琼海

本报那大2月11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海南日报记者2月
11日从儋州市旅游委获悉，春节黄金
周，儋州接待游客40.24万人次，同比
增长99.5%，其中，各旅游景区接待一
日游游客 28.6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0%；实现旅游总收入1.3亿元，同
比增长61%。

儋州既有海南热带植物园、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鹭鸶天堂景区、龙门
激浪等自然景观；又有东坡书院、伏
波古庙、峨蔓古盐田、莲花寺等人文
景观。“儋州兰洋镇莲花寺景区尚在
建设中，今年春节只是部分开放，每

天游客就超过2万人，游客除来自西
部市县外，还有来自海口、三亚以及
岛外的。”儋州市旅游委主任李洪涛
说，不仅新修建景区游客多，传统景
区游客也明显增长。

儋州春节旅游火爆，还有一个
重要因素，就是旅游营销水平不断
提升。春节期间，各景区策划系列
特色浓郁、丰富多彩的春游活动，如
东坡文化旅游区推出东坡诗词书画
拓片体验、东坡乐坊表演等六大活
动；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推出以“新春
祈福”为主题的八大春游活动吸引
游客等。

一日游游客同比增长170%儋州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2
月11日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委获
悉，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陵水旅游
市场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共接待
游 客 23.7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68%；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同比
增长9.59%。

今年春节黄金周，以分界洲
岛、南湾猴岛和清水湾旅游区等三
大景区为主的滨海度假游，以椰田
古寨为主的民俗游和以大里、坡村
等旅游点为主的乡村休闲游，构成
陵水吸引游客的主力。各旅游景区
纷纷结合春节推出特色游玩项目。

在分界洲岛，集五福活动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滨海旅游乐趣。在南
湾猴岛，游客不仅在山上与猴子嬉
戏，还参加“呆呆岛”滨海帐篷露
营。在清水湾，沙滩啤酒节吸引游
客参与狂欢盛宴。在椰田古寨，亲
子乐园夜市吸引了许多家长带孩子
前来游玩。

据陵水旅游委分析，本次黄金周
陵水旅游市场呈现了以下趋势：自驾
游、散客比例增加，旅游服务个性化
要求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提高。下一
步，陵水将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着
力开发过夜游、美食游等市场，提升
旅游消费档次。

快来认领红包！
海南高铁乘警捡到红包28个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惠）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海口铁路公安处了
解到，春节黄金周，海南高铁乘警捡到红包28个，
海口铁路公安希望大家快来认领。

2月4日至2月10日期间，海南高铁乘警在动车
上捡到旅客遗失的新年红包有28个，最大红包内有
现金2000元，另还捡到旅客遗失的电脑、手机等行
李物品32件。如有丢失红包及行李物品的旅客，请
拨打海口铁路公安电话0898—31520428认领。

我省平稳度过春运高峰期
旅客出行更加舒适安全、便利温馨

海口12345平台春节7×24小时服务不停歇

市民遇事有人可帮有方可解

多样活动搅热旅游市场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10日12时-2月1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6

1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6

25

2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出行

陵水

制图/陈海冰

② 2月9日，琼海市嘉积镇
北仍村，家庭出游，其乐融融。

① 2月9日，万宁日月湾，游
客在海中冲浪，享受欢乐时光。

③ 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骑
楼老街热闹非凡，游客在老街感
受浓浓年味。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服务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