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7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利明 潘彤彤）海南日
报记者从1月7日召开的2020年全
省道路春运工作部署会上获悉，今
年春运预计全省公路总客运量约
563.2 万人次，投放公路客运车辆
6752辆；投入货车2.86 万辆，总吨
位31.66万吨。

2020年春运从1月10日开始至
2月18日结束，共40天。根据预计，
春节前客流相对平稳，但春节后学生
返校、民工返岗、探亲返城等多种客
流相互叠加，易形成不规则的客流高
峰。为此，省道路春运办将统筹协调
道路运输组织、运力调配和应急处置
等，确保春运期间道路运输安全便捷

出行和重点物资供应消费。
据预测，今年春运全省公路总客

运量约563.2万人次，其中省内客运
班车客运量约322.3万人次、出岛省
际客运班车客运量约23.1万人次、市
县际包车3.85万人次、省内旅游客运
量约214.5万人次。全省计划投放
公路客运车辆 6752 辆，共计 22.45
万个客位，其中省际客运班车205
辆，9225 个客位；省内客运班车
3153辆，8.92万个客位；旅游客运车
辆3057辆，11.49万个客位；包车客
运418辆，1.31万个客位；城市公交
客运的车辆数1.24万辆，其中城市
（含县城）公共汽电车4786辆，出租
车7636辆。

货运方面，我省预计投入货车
2.86万辆，总吨位31.66万吨；其中普
通货车 2.73 万辆，总吨位 30.26 万
吨；危险品货车1299辆，总吨位1.4
万吨。

我省还将建立客运车辆信息库，
规范应急运力调派顺序和省际班线
应急加班管理，同时完善应急加班登
记制度，加强重点物资运输保障等措
施，有效确保客流高峰运力供给。加
之开展“打非治违”活动，畅通公众诉
求渠道，将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哄抬
运价和擅自涨价行为，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另据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7日召
开的2020年全省水路春运工作会议

获悉，今年春运期间，全省水路运输
计划投放营运客船353艘，共计6.44
万客位。2020年春运期间，随着返
乡流、旅客流、探亲流叠加，我省水路
旅客运输量预计仍将增长。

总体来看，春节前客流叠加、高
峰压力加大，自驾进出岛出行持续增
多，保障水上运输安全畅通的任务加
重；加之冬季瓜菜等大宗物资运输需
求旺盛，客货统筹难度较大。据初步
统计，2020春运期间，全省水路运输
计划投放营运客船353艘，共计6.44
万个客位，其中琼州海峡客滚船58
艘，5.09万个客位、2781个车位；乡
镇渡船37艘；旅游客船258艘，1.34
万个客位。

去年，交通运输部联合海南、广
东、广西三省区全面推进琼州海峡运
营改革，自去年9月起实施班轮化运
营，严格执行定码头、定班期、定船
舶，通过优化运输组织方式，提升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服务质量和安全生
产水平，全面提升旅客过海体验。

随着春运将近，省港航管理局将
加强港口客运站安全监管，重点抓好
琼州海峡客船、客滚船的安全监管，
在保证旅客运输的同时，还将统筹做
好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保证生产、
生活需要和节日市场稳定供应。

此外，预计我省今年春运期间将
增加航班约3800架次、座位60万个
以上，能够满足春运需求。

我省交通运输本周五开启春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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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如何购买船票？1月7
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通过微信搜
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公众号，使
用手机号注册后便会出现购票页
面，航线共有海口至海安、海口至北
海、海安至海口、北海至海口4条航
线供选择。

从海口出发，可选择秀英港和新
海港两地登船，目前最晚可预订1月
25日的船票。系统上，从两港出发

的船票充足，每隔5分钟至30分钟
便有一趟班轮，选定时间和班次并填
写车辆及随车人员相关信息后便可
提交订单并支付，旅客票只需填写姓
名和证件号码即可。“轮渡管家”APP
和官方网站购票方式基本相同，但需
要注意的是，苹果IOS系统暂未开放

“轮渡管家”APP下载，苹果手机客户
可通过另外两种方式购票。

退改签方面，进港前只能办理

一次免费改签，进港后则不能办理；网
上购票可直接在线办理改签，如已取
纸质船票，可在港口指定地点办理；距
开航时间2小时以上办理退票，不收
取费用，距票面开航时间2小时以内
办理退票，小客车按照每辆30元标准
收取退票费。旅客退票必须本人持
有效身份证件办理，车辆退票则必须
是购票车辆前往办理，不得代办。

购票成功后，车辆旅客需按预

约时间进港，前往海安港区、海安新
港区登船的小客车应在开航前30
分钟至90分钟内进港待渡，前往秀
英港区、新海港区登船的车辆应在
开航前45分钟至180分钟时段内进
港，并行驶至票面指定闸口检票。
车辆检票验证合格后，电脑系统将
自动打印出票；需纸质船票的旅客
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到始发港口售票
处的自助机或窗口打印船票。

新系统操作便捷

琼州海峡联网售票系统上线一周反响良好

买票更方便 过海更舒心
最近一周以来，不少乘坐

琼州海峡轮渡的过海司机都觉
得省心了不少。

2019年12月30日，琼州
海峡联网售票系统正式启用，
海南海口、广西北海、广东海安
三地车船票除铁路运输和广西
北海航线运输以外，其余所有的
预售渠道全部关闭，司机旅客均
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
公众号、“轮渡管家”APP以及
电脑登录轮渡管家官方网站
（http：//www.digitalstrait.cn/）
3种方式登录系统购票，既方
便又省心。

联网售票系统的上线，整
合了以往分散的购票系统，使得
购票比以前更加快捷。系统上
线一周，不少司机在点赞的同
时，也建议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人知道新的购票系统。

1月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海口秀英港看到，不少车辆都已提
前在系统购票并在规定时间内到达
港口进行安检、等候上船。

江西旅客吴峰说，去年初他曾
自驾来海南，返回时在网上提前购
买了船票，但购票时虽选定了时间
却不知道班次，如今购票时间班次
都清晰明了。经常往返于湛江和
海口的旅客郑克勤表示，将三地售
票系统整合一体，对他来说方便多

了：“以前买徐闻到海口的船票要
在‘徐闻港’微信公众号上买，海口
到徐闻的船票又得在‘新海港’微
信公众号上买，非常麻烦，如今整
合到一起，省心很多。”

在使用过程中郑克勤还建议，希
望界面设置再人性化一些，有助于提
升购票体验。“就返回界面来说，在查
看接下来3天的票后想直接返回主
界面，必须要点击3次返回，有些麻
烦。”此外他还建议，应加大对新系统

的宣传力度，让所有过海司机都能够
在新系统上提前购票。

“此前，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多
个港口客运站售票信息并不联通，
买不同港口的票要到不同的地方，
且大多须到现场买票，造成旅客出
行不便和港口客运站常出现乘客
扎堆现象。”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1月10
日春运正式开始后，琼州海峡两岸
各轮渡码头原则上只安排已购票

车辆进港待渡。
据了解，平时联网售票系统平

台的船票预售期为8天，春运期间
则延长至20天。“建议司机旅客在
购票成功后，按照系统提示的约定
时间前往港口待渡，确保顺畅出
行，未提前购票的乘客要提早购
票，做好规划。”该负责人表示，针
对有急事要过海的散客，春运期间
还会保留少量现场购票渠道。

（本报海口1月7日讯）

港口待渡更有序

■ 本报记者 郭萃 邵长春

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1月7日，由中
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海南
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联联合主办
的首场2020年“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在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镇施茶村委会博抚村举行，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百姓
家门口，让群众感受到浓浓年味与
满满幸福感。

当天下午，来自海南文艺志愿者

协会的十多名美术家、书法家现场为
村民作画、写春联。只见书法家们挥
毫泼墨，不一会儿，“小康阔步春光
好，大道长驱曙色新”“迎新春事事如
意，接鸿福步步高升”等一副副春联
和福字跃然纸上。

当晚，村民还在家门口欣赏了一
场精彩的晚会。开场舞蹈《美好新海
南》，歌颂海南新风貌的《美丽的海
岛》《志在宝岛创新创业》等歌曲，《脱
贫宣言》《阳光路上》《我们再出发》等

展现海南建设的歌舞……来自全国
各地的艺术家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
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
声。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相机，将一
个个精彩瞬间定格。“节目非常好看，
很精彩，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
表演，很开心！”村民李芸说道。

据介绍，“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是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
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以小型
化、灵活机动、人员精干的文化文艺

小分队形式，深入基层开展慰问演
出、文化帮扶、辅导交流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文艺活动，为奋
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加
油鼓劲。

此次走进施茶村后，省文联将组
织30多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在2020
年春节期间深入我省各市县、贫困乡
镇、社区，把慰问演出、写春联、送字
画、文艺辅导、展览讲座等活动送到
百姓身边。

2020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施茶村

文化“盛宴”送到百姓家门口

迎新春 送温暖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刘平 王聘钊）1月6日，在
新春佳节前夕，受爱心游客委托，海
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将爱心游客定向捐赠的
1000元教育慰问金送到脱贫户冯所
球家中，鼓励他的孩子们努力学习。

据了解，来自天津的游客鲁新
春一家近日来到海南旅游，在享受
海南暖冬之余，他通过媒体了解到
冯所球一家虽贫困仍坚持送3个孩

子上学，孩子们也不负期望取得优
异成绩的励志故事。鲁新春深受感
动，带着自家孩子找到金堆村驻村
第一书记唐其良。

在冯所球家中，鲁新春鼓励冯所
球的3个孩子继续努力学习，由于冯
所球外出务农，慰问金由唐其良代为
转交。唐其良表示，在党和政府帮扶
下，冯所球一家已于2016年脱贫，家
里3个女儿几年来互帮互学，累计获
得各种奖励有40多次。

天津游客为脱贫户送上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袁宇）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市委政法委获悉，为弘
扬社会正气，该市日前对全市历届
共70名见义勇为英雄进行了集中
慰问，共发放慰问金3.6万元。

近年来，琼海积极开展平安
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逐步形成
了“平安琼海”“文明琼海”品牌，
涌现出了一批见义勇为先进典
型，其中受全国表彰的有2人，省
级表彰的 20 人、市级表彰的 48

人，弘扬了社会正气，展现了琼海
精神。

琼海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继续做好见义勇为
先进典型宣传工作，在全社会大
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同时不断
健全完善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
机制，开创见义勇为事业新局面，
助力“平安琼海”“文明琼海”和海
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保障全市
人民安居乐业。

琼海集中慰问见义勇为英雄

全省224个乡镇街道办
已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周晓
梦）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2019年1月至11月，全省224个
乡镇街道办已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
金制度，共实施临时救助5.3万人次，累
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090万元。

去年，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厅，针
对我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研讨，为该项工
作“打补丁”。在提高全省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标准方面，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
标准的通知》，将部分市县和洋浦经济
开发区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从每月450
元和300元提高至530元和350元；城
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每月600
元提高到690元，并指导海口、三亚提
高城乡低保标准和城乡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据了解，我省18个市县（不
含三沙市）和洋浦开发区的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高于城市低保标准1.3倍。

此外，针对农村精神残疾、智障等
特殊困难群体“漏保”问题，省财政部
门支持民政系统在全省范围内健全

“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工作机制，建立
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主动发现
救助三级管理网络。为强化低保对象
动态管理，去年1月至11月，全省共
核对申请和享受社会救助对象37.3
万人次，预警信息8.7万人次；全省清
退低保对象4万人，新增低保对象2.2
万人，扎实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

五指山举行
第二届文明典型颁奖

本报五指山1月7日电（记者林晓君 特约
记者刘钊）1月7日晚，五指山市以“点亮文明 我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为主题
的第二届文明典型颁奖晚会举行，文明农户黄爱
娥、文明村庄水满乡方龙村委会冲门头村民小组
等9类52个文明典型代表获表彰。

“我要把这个家从贫困中拯救出来，我倒下了
就没人照顾我的家人们。”晚会现场，文明农户代
表黄爱娥的故事感动着在场每一个人。个子瘦
小、腼腆内向的黄爱娥在面对丈夫遭遇车祸、家
婆瘫痪等家庭变故后没有放弃，她每天凌晨上山
割胶，7时回家做饭，照顾丈夫、家婆。瘦弱的她
几乎没有一刻闲着，要么在帮丈夫护理按摩、要
么陪家婆聊天谈心、要么整理屋子忙碌农活。不
喊苦、不喊累，在黄爱娥的不懈坚持下，家庭生
活发生了转变。

“听了这些故事让我很激动，榜样就在身边，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在观看晚会后，来自河南的

“候鸟”老人董贺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要在生活
中大力弘扬文明之风，向榜样学习，为五指山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楚蝶表示，通
过选树典型、培养典型，该市正借助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社会的文明风气，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推动文
明五指山建设，为建成热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
城市、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三亚空港旅客吞吐量
连续两年破2000万

本报三亚1月7日电（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
者张振豪 通讯员李怡彤）三亚海关1月7日披
露，2019 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2016.4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并连续两年突破
200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增量明显，2019年
三亚海关共监管空港口岸进出境人员123.9万人
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9.9%。此外监管进出
境航班8936架次，同比增加14%。

为助推三亚空港旅客吞吐量再创新高，三亚
海关不断优化监管与服务，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
进出境旅客高速增长。优化通关流程，缩短通关
时间，三亚海关将原进出境旅客海关查验和检验
检疫的9个作业环节压缩为5个，深化机构改革
红利释放，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和获得感。通过完
善标识，增加口岸通关指引，对重点提示警示性标
识设置中、英、俄、韩、日、法等多种语言，提高了政
策宣传效果。此外还通过提升科技查验效能，利
用智慧查验系统、红外测温仪、CT机、X光机等非
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查得准、通得快、控得住。今
后，三亚海关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全力助
推三亚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海南省土地学会
2019学术年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为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土地科技创新和人才成
长，更好地服务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1月4日，
海南省土地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2019学术年
会在海南大学举行。

该会议以“乡村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
题，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整
治管理”“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与新型人地关系”“土
地资源生态管控与高质量发展”“土地资源可持续
发展与制度创新”“新时代耕地利用与保护制度创
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土地大数据
及科学技术创新与应用”等议题开展学术研究，交
流学术成果。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前往海
口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交流考察。

会议上，专家们结合海南的实际情况，研究了
我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际旅
游岛和自由贸易港设立过程中土地的用途管制、
开发、利用、经营等问题，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和方法。

会议由海南省土地学会主办，天津市金地润
通规划咨询有限公司、海南明光源规划咨询有限
公司、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协办。

我省空运出口
水海产品快速增长
去年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79.6%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
者张振豪 通讯员臧金平 吴家锐）据海口海关1
月7日统计，2019年我省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
岸出口的水海产品共150批次，同比增长1倍，货
值共计944.25万元，同比增长179.6%。出口水
海产品主要为黑斑笛鲷鱼、金鲳鱼、笋壳鱼等，其
中鱼苗198.10万尾，笋壳鱼56.47吨。

为推动海南水海产品空运快速走出国门，海
口海关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采取“优质农产品出口
动态认证+免证书免备案”等利好政策，使企业充
分享受通关便利。同时针对水海产品等鲜活类货
物保鲜特性，实施“7×24小时”预约通关模式，开
通“绿色通道”，并全面启用新一代海关查验管理
系统推进现场作业无纸化、智能化，确保鲜活类货
物快速验放，实现通关“零等待”。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不
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扩
大出口，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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