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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十一”黄金周

本报徐闻9月28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春艳）9月27日，交通
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在广东湛江
徐闻港召开“十一”期间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班期运营现场部署会，组织交
通、海事、公安等部门以及港口、航运
企业对迎接黄金周的准备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

多重利好因素叠加影响
琼州海峡将迎复杂考验

据悉，今年，受国庆长假和中秋节
假期叠加，国内游的潜力释放，非琼籍
车牌小客车过海免费、海南自贸港离
岛免税政策吸引，广东湛江徐闻港刚
刚投产运营等多重利好因素叠加影
响，作为海南岛连接内陆地区的主要
交通方式——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面
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考验。

为此，珠航局组织有关单位和港
航企业，多措并举，加强研究和预判，
查漏补缺，全力以赴迎战“十一”黄金
周客流高峰。

日前，珠航局已发布了《2020年

“十一”期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班期
运营方案》（以下简称《运营方案》），
对班期执行、安全生产、服务质量、疫
情防控、应急保障等十个方面的工作
进行了明确。

珠航局副局长李永恒表示，琼州
海峡是一条民生大通道，客滚运输年
运输旅客超过 1500 万人次，车辆
340万台次。去年国庆黄金周过海
旅客达41万多人次，车辆近9万台
次。今年，受国庆长假和中秋节假期
叠加、非琼籍车牌小客车过海免费、
自贸港离岛免税政策等因素影响，预
计“十一”期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车
客流量将大幅增长。

高峰时每小时8个航次
南北4个港区24小时运行

国庆期间，珠航局还将派驻工作
组，由局领导带队，靠前指挥，加强现
场监管，实时掌握班期运行情况，组
织做好应急疏运工作，维护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秩序。各单位
也将加大现场值守力度，确保海峡运

输平安有序。
鉴于今年过海的乘客和车辆可

能出现大幅增加，珠航局加强了前期
预测和电子推演，在此基础上出台的
《运营方案》对黄金周期间的班期进
行了科学安排，在去年黄金周的基础
上，根据预测大幅增加了班次，最大
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出行和企业、船舶
安全生产需求。

根据客流量预估和船舶运力推
算结果，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在9
月 26日至 27日两天，每日将保持
108个航次，平均每小时4个至5个
航次；9月29日及10月6日至8日这
两个高峰时段，每日保持196个航
次，平均每小时8航次，全力保障运
输通畅；在假期其他时间段，也将有
每小时5班的航次。

“十一”期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
徐闻-海口航线（不含铁路轮渡航
线）班期运营安排两条航线，分别为：
南山作业区↔新海港区航线、海安新
港区↔秀英港区航线。两条航线各
安排现有运输船舶的 50%投入运
营。从9月26日至10月10日，南山

作业区、海安新港区、新海港区、秀英
港区客滚运输码头均保持每天24小
时运行。

李永恒表示，原计划南山作业区
开港后将关闭海安港和海安新港，但
鉴于南山作业区投产初期尚需磨合，
国庆假期将继续保留海安新港码头，
与南山作业区各承担50%的班期，并
将南北来往航线安排为平行航线，
即：南山作业区↔新海港区、海安新
港码头↔秀英港区，两条航线平行对
开，减少船舶交会，降低碰撞风险。

提升服务质量
确保旅客出行安全舒适

据悉，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自
2019年实施班轮化运输后，过海时
间缩短了30分钟。随着徐闻港南山
作业区投入运营，过海航线由18海
里缩短至12海里，海上航行时间再
缩短30分钟，兑现了“过海时间再缩
短半个小时”的2020年交通运输更
贴近民生实事承诺。

为适应徐闻港投入运营，珠航局

提前督促客滚运输企业加快船舶“车
客分流”专用通道改造，并要求所有
船舶到南山作业区进行试靠泊。目
前，在运营的49艘船舶都与南山作
业区登船廊桥匹配适应，旅客和车辆
从不同通道上下船，乘客过海体验更
加舒适，船舶装卸效率和安全系数均
得到提升。

同时，《运营方案》要求各港航企
业要大力推进电子客票应用工作。
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联网售票系统
的基础上，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的
所有港口客运站均已配备电子船票
查验设备，乘客可凭借身份证、手机
二维码和纸质船票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完成验票，旅客候船、安检和乘船
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保持环境舒适，确保船舶客
舱、卫生间整洁舒适，加强司机、旅客
上下船引导，维护客舱秩序；确保群
众出行的安全感，维护好运营秩序；
强化应急救援保障；严格落实过海旅
客体温检测和船舶、客运站及船舶定
期消毒等防疫措施，以及乘客密集区
人员佩戴口罩管理制度。

新港新政多重利好因素叠加，预计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车客流量将大幅增长

多部门合力迎战国庆中秋假期

北大清华两校海南校友会
成立联合党支部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邓海宁）9月28
日晚，在海南省工商联的指导与服务下，经中共海
南省社会组织综合委员会批准，中共北京大学海
南校友会和清华大学海南校友会联合支部委员会
在海口揭牌成立。

据了解，中共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和清华大
学海南校友会联合支部委员会将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并引导广大校友积极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省中老年人太极拳（剑）
公开赛开幕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2020年
海南省中老年人太极拳（剑）公开赛28日在海口
开幕，在3天的赛程里，来自我省各市县、单位的
中老年太极拳（剑）爱好者将展开竞技、交流。

此次赛事设集体和个人两大项目，采用国家
体育总局审定的2012年《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
则》进行评判，将评选出集体项目的一、二、三等
奖，以及个人项目各组单项男女选手前八名，并对
获奖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此次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

9月28日，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海口农民工子弟公益性学校——先锋学校开展庆国庆主题教育活动，孩子们
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制作月饼，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喜迎中秋佳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甜蜜托在手心，写在脸上

儋州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共募集善款242万元

本报那大9月28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2020年儋州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赠暨助
学金发放仪式9月28日在那大镇举行。今年全市
申请助学金的学生有342人，团市委、市慈善总会
和市工商联（总商会）等，广泛发动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家等各界爱心人士积极捐款，共为申请学生募
集善款242万元。20名贫困学生现场获资助。

共青团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品牌效应强、动
员范围广、募资金额高、操作规范强的老牌助学活
动。儋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儋州市委书
记李珠说，团市委打破常规、主动作为，深入挖掘
社会资源，在走出儋州，走出海南，到海口、广东省
拜访各地儋州商会筹措善款，海口市儋州商会、深
圳市儋州商会的企业家纷纷响应，踊跃为家乡学
子送来善款34万元。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张
期望）9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
市住建局获悉，《海口市物业管理若干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出台，业主
大会除可以采用集体讨论、书面征求
意见等方式表决外，还可通过电子投
票表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将配备
专职的物业管理工作人员，并建立物
业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

《规定》明确了业主大会成立的程
序，为业主大会成立提供了更具操作
性的法律支撑。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业主
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书面征

求意见或者电子投票等记名方式进行
表决。采用电子投票形式表决的，须
通过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指定的电子投票系统。

《规定》还明确市级、区级住建行
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在物业管理中的职责，尤其是重点突
出和细化了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在物
业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和职能，把社区
建设和物业服务相结合，同时明确规
定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配备专职
的物业管理工作人员，所需经费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

《规定》明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物业管理
活动的监督管理，履行制定全市物业
管理的相关政策措施；指导监督各区
开展物业管理行政监管工作；建立完
善全市物业管理宣传培训机制；建立
全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体系等职责。

根据《规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登记，属于本
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受理，并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市、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建立街道
办事处、乡镇政府、居（村）民委员会物
业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
期组织培训，提高物业管理水平，所需

经费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
此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物业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开支项目、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美容在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
及时更新。

《规定》明确，物业服务合同生效
之日起30日内，业主委员会应当会
同物业服务企业向物业所在地的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
业主大会的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等资
料，并办理备案。前期物业服务期限
届满前，业主应当做出选聘或者续聘
物业服务企业的决定。业主未作出

续聘或选聘决定的，原物业服务企业
按照原合同约定继续提供服务的，原
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服务期
限为不定期。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
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但应当提前
60日通知对方。

未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由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小区
成立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成立业主自治管理组织聘请专职
保洁人员对小区公共场所的保洁进行
管理，所需费用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

《规定》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3年。

《海口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出台

明确业主大会成立程序 允许电子投票表决
我省公布全省征地区片
综合地价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为进一步保障被征地
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
要求，结合全省经济发展状况等实际，我省组织制
订了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并于日前发布《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做好全省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实施工作。

根据《通知》，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是征收
农民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标准，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
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征收农用地涉
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

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自2020年1月1日
实施，2014年7月以琼府〔2014〕36号文件印发
的《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同时停止执行。
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补偿。依法有偿收回
国有农（林）场农用地使用权的，可以参照所在区
片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给予补偿。

本周海南全岛
以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符
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上午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海南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局地有小阵雨，气温适宜。

陆地方面，预计9月28日至10月4日，受东
到东南气流影响，海南岛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以
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小阵雨；南部和东部地区，
多云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1℃至34℃；最低气
温中部地区18℃至21℃，其余地区22℃至25℃。

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
老北京景区开园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记者
邓海宁）9月28日，海口观澜湖华
谊冯小刚电影公社老北京景区开
园，这也是继1942街、南洋景区、影
人星光大道和芳华小院之后，电影
公社开放的第五个主题景区。

据了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
影公社老北京景区规划有70多栋
建筑景观，是电影公社建筑面积最
大的主题景区，景区以20世纪50
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风貌为
主要元素，包括高大的钟鼓楼、明清
古建筑和雄伟的苏式建筑群等。

10月1日至3日
400架无人机
将亮相海口万绿园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印皋宁）9月28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获悉，10月1日至3日
每天20时至20时10分，400架无
人机将在万绿园围绕“海口欢度国
庆”这一主题点亮夜空，上演大型空
中无人机表演。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中秋、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为切实
保证月饼产品质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节日消费安全，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台工作方案，组织市、区、所三
级监管部门对月饼市场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全覆盖专项大排查。

据悉，该局结合中秋国庆季节性
食品特点，从食品生产环节、食品流通
环节等入手，针对月饼生产企业和食
品加工小作坊，重点检查原辅料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情况；是否利用回收食
品或过期食品作为原料加工食品；生

产过程中是否使用非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使用是否规范；食品包装标示
标注是否规范等。同时，加大对旅游
景区及车站码头等重点区域和商场、
超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食品展销
会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严格依法
监督食品经营者建立和落实进货查验
及索证索票义务和记录制度，坚决查
处是否销售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感
官性状异常、假冒伪劣、标签标识不规
范及“三无”和来历不明食品。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口全市未发

现“早产月饼”，或是使用过期变质的原
料生产月饼，超范围或超限量添加食品
添加剂的情况。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专项检查行动将一直持续到中秋节
后，确保广大市民吃上“放心月饼”。同
时，该名负责人还特别提醒说，广大消费
者在选购月饼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
产、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购买时注意查
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标签标识内容是否齐
全，如买到问题月饼，及时拨打12345投
诉举报。 （撰文：宋威 周经旺）

监管人员向经营者了解月饼的原料采购来源。 监管人员检查月饼包装。本版图片均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供图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