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制方式

11月 11日至 11月 12日每天 10：00至 17：00，交
替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13+650左幅（三亚往
海口方向）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中
的一条车道，其他两条车道正常通行。

11月 13日至 11月 14日每天 10：00至 17：00，交
替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 K587+400右幅（洋浦
往海口方向）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
中的一条车道，其他两条车道正常通行。

省公路管理局提示

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
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
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

G98环岛高速两路段
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行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程剑花）海南日报记者11月10日从省公路管理
局获悉，因G98环岛高速公路龙桥段、老城段两个
车辆不停车称重检测设备需进行检修，为确保检修
顺利和行车安全，交警部门计划对G98环岛高速
公路K13+650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K587+
400右幅（洋浦往海口方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制图/杨薇

交通出行

陵水实现村村通公交,村民出行条件进一步改善

出门水泥路 抬脚上客车
本报椰林11月10日电（记者李梦楠 梁君

穷）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大力发展“村村通”
公交工程，目前该县107个行政村均已通公交客
运车，实现了全县农村居民单次乘车可到所在乡
镇中心，一次换乘可到县城。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0日从陵水交通运输局获悉的。

据悉，陵水共投入运营132辆公交车、30辆旅
游车，覆盖全县39条城乡公交线路，目前该县107
个行政村、582个自然村均已通公交客运车。

“所有行政村通公交后，农村居民出门走水泥
路，抬脚就能坐上公交车，出行十分便利。”陵水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在着力建好“四好农村
路”的基础上，全力实施“村村通”公交工程，全面改
善农村居民的出行条件，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巨头“下沉”市县市场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变局
近年来，我省代驾行业蓬勃发

展，从行业发展前景上看，存量市
场已经较为稳固，增量空间逐步释
放，代驾行业正在进入“下半场”，
不少互联网代驾巨头也看到了市
县的消费潜力，将代驾业务“下沉”
市县。

“我们已在部分市县布局了相
关业务，下一步将根据运营情况扩
大范围和规模。”“e代驾”海口区

域运营经理李长健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与此同时，各市县“土生土长”
的代驾企业也逐渐感受到了竞争带
来的压力，在不断审视自身的同时，
依托客源优势和平台进行多种尝
试：机场接送、商务代驾、长途代驾、
汽车租赁、车辆年检……

“客人看重的是服务。”在占晓
明看来，互联网代驾巨头进入市县

市场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从消费者
角度考量，利大于弊。

“互联网代驾巨头拥有更完善
的管理运营经验，这对本土代驾企
业的提质升级极具借鉴和学习意
义，多方竞争，有利于激发市场活
力。”占晓明说。

“大浪淘沙见真金。”林艳认
为，市县市场上有口皆碑的代驾
企业已经抢占了客源先机，互联

网代驾巨头的进入对这些本土企
业的影响不会很大，更多的是挤
压尾部代驾企业的生存空间。“迫
于生存压力，尾部企业想要继续
在市场上立足，就必须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这也会让消费者受
益。”林艳说。

采访中，也有不少人坦言，随着
市县代驾市场规模的扩大，一些潜
在的问题可能随之浮出水面，如客

户投诉管理体系不完善、行业内部
恶性竞争等。

林艳建议，行业协会应发挥更
多引导和沟通协调作用，企业自身
也要加强自我约束，进行规范化管
理。“希望交通、公安、工商、物价等
部门加强对代驾行业的监管，推动
代驾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提高行业
整体服务水平。”林艳说。

（本报嘉积11月10日电）

“拒绝酒驾”深入人心 代驾行业顺势而为趋势
“作为一家海南本土企业，依心

代驾目前已入驻琼海、万宁、文昌、
东方、澄迈、屯昌、保亭、临高等多个
市县。”在依心代驾琼海区域负责人
占晓明看来，市县代驾市场火爆的
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以前，不少人喝完酒都会抱有
侥幸心理，自己开车回家，如今，很短
的距离，也有人叫代驾。”占晓明感慨

地说，这一方面说明交警部门对酒驾
等行为的大力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这一观念在我省许多市县已
经深入人心。

占晓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由
于经常需要到乡镇或者农村接单
跑单，市县代驾员的可折叠电动车
大多续航能力都在150公里以上，

而让占晓明印象最深的是，琼海最
近围绕着“两个关键词”不断涌出
的订单。

“一个关键词是‘美丽乡村’，另
一个关键词是‘博鳌’。”占晓明说，
琼海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自驾前往南强村、沙美
村、北仍村等美丽乡村游玩并品尝
当地美食，拉动了旅游消费，农村夜

经济愈加繁荣；进入下半年以来，博
鳌各类展会增多，带来成规模的客
流量；同时，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建设加速推进，药械商、专家
团队、看病寻医者、康养旅游游客等
群体汇聚，进一步催热了市场。

“这些都为琼海代驾企业做大
市场‘蛋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占晓明说。

事实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
淀，市县代驾企业的服务能力稳步
提升。“为了让乘客放心乘车，我们
招募代驾员设置了一定的条件，要
求有3年以上驾车经验，对发生过
重大交通事故的人员不予录用。”占
晓明说，每笔代驾费中都含有乘客
的人身意外险和车损险，最高赔付
300万元。

市县代驾员跑单忙 管理人员帮接单现状
11月 4日晚上7点多，万宁市

万城镇海珑酒家门外，部分客人用
餐完毕陆续走出，代驾员张昌越和
另外2名同事赶忙上前询问，不到
10分钟，全部接单离去。

“代驾用人高峰一般从晚上7点
持续到深夜，有新单了，我负责协调
人手。”此时，依心代驾万宁区域负责
人林艳正驱车带着一名代驾员赶往

30多公里外的兴隆旅游度假区，有
一名老客户刚刚电话下单，她需要在
20分钟内赶到，让代驾员准时出现
在客人面前。

到达兴隆，车刚停稳，林艳手
机响起，再次接到新单，问清时间
和地点挂掉电话后，她联系了十几
个代驾员，得知他们都在跑单，无
奈只得从包中拿出代驾工服穿上，

准备自己去接单。“行业竞争激烈，
接到订单就不能退，信誉第一。”林
艳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也是
她和依心代驾万宁区域另外一位
负责人的工作常态，他们既是管理
人员，也是一线代驾员。

每天傍晚6点上岗，次日凌晨4
点到5点下班，奔波在市县乡镇及农
村，林艳早已习惯了与夜色为伴。“行

情好时，一名代驾员一晚可以接七八
单，一晚收入最高近千元，月平均工
资在6000元左右。”林艳说，万宁今
年成立的代驾公司有2家，全市现有
代驾员近200人。

近两个月万宁代驾市场的火热
程度，在林艳意料之外。“公司3月
份入驻万宁，8月份前的订单总量为
800多单，9月份到现在2个月的订

单量就已经超过了1200单。”林艳
说，虽然他们有专门的网约平台，但
这些订单多为电话订单。

“前几年在市县几乎找不到代
驾，和朋友出门喝酒都要留人专门
负责开车，现在不一样了，在村里也
能叫到代驾，餐桌上喝得尽兴，路上
安全也有保障，家人朋友放心不
少。”万宁市民王兴笑着说。

■ 本报记者 刘乐蒙 刘梦晓

居民代驾需求快速增长,互联网代驾平台加紧布局

市县代驾市场如何把好方向盘市县代驾市场如何把好方向盘
随着我省整治酒驾力度持续加大，市县居民消费观念悄然改变，“酒后叫代驾”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许多市县代驾企业瞅准机遇“生根发芽”

快速成长。此前处于观望状态，业务集中在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的互联网代驾平台看到市县代驾市场火热，意识到当地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发展
空间，纷纷将代驾业务“下沉”至市县。

本土企业抢占先机，互联网巨头谋而后动，如何在竞争中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的代驾服务，考验着企业的实力。同时，有关行业监管部门的
及时作为，也将有利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造福消费者。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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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许嘉 吴春娃 郝丽清）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
年第21号台风“艾涛”（热带风暴级）已
于11月10日14时30分前后在越南
庆和省沿海登陆，对海南影响趋于结
束。第22号台风“环高”（热带风暴级）
预计将于11月12日下午穿过菲律宾
吕宋岛南部后，进入南海东部海面，之
后趋向越南中部。受“环高”和冷空气
共同影响，11月11日夜间至15日，海
南省海域和陆地将先后出现强风雨天

气。海南省气象局11月10日16时50
分发布海上大风四级预警。

受“环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
月11日夜间至15日白天，海南岛海域
自东向西将出现强风雨；11月13日夜
间至15日，海南岛将有强风雨天气。

海洋方面：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

面11月11日夜间至12日风力6～7
级、阵风8级，11月13日白天起风力
7～8级、阵风9级。北部湾海面、琼州
海峡和海南岛西部海面11月11日夜
间至13日风力5～6级、阵风7级，11
月14日起风力6～7级、阵风8级。11
月15日夜间起各海区风力减弱。

陆地方面：11月13日夜间，海南岛
东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西半
部地区局地有小阵雨。11月14日至15
日，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小
到中雨、局地大雨；另外，海南岛东部和
南部沿海陆地伴有6～8级大风。

据了解，受干冷空气影响，预计本
周海南岛昼夜温差增大，夜间气温偏
低。其中，11月12日至13日白天，北
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最高气温为23℃
至26℃，西部和南部地区为26℃至
29℃；内陆地区最低气温为14℃至
16℃，其余地区为17℃至20℃。

台风“环高”从今日起影响海南

风雨天气去复来 薄衣不耐夜间寒

万宁警方严打私彩违法犯罪

查案105起抓获118人
本报万城11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王雷）海南日报记者11月10日从万宁市公安局
获悉，该局自今年4月以来持续开展打击私彩违
法犯罪“清风”系列行动，截至11月9日，共查处
私彩案件105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18名。

今年4月省公安厅部署开展打击整治私彩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万宁市公安局坚持集中统
一清查打击和日常突击打击相结合，对私彩等违
法犯罪展开凌厉攻势。

在严厉打击整治街面私彩摊点的同时，万宁市
公安局全力深挖代理、直揪庄家，注重堵死源头。截
至11月9日，共查处私彩案件105起，其中刑事案
件1起、治安案件104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18
人，其中刑事拘留14人，治安处罚104人，收缴用于
销售私彩的手机、票据打印机、数字键盘、鼠标与笔
记本电脑等赌具一批，收缴赌资7.2万余元。

部门执法

孕妇客滚船上临盆，同船护士接生

母子平安，好棒！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1月6日8时许，在海口开往海安（隶属广东
省徐闻县）的“扬帆”号客滚船上，一女子突然临
盆，幸遇海口市人民医院护士戴石玉。在戴石玉
的帮助下，短短20多分钟后，婴儿顺利娩出，母子
平安，一场惊险变成一件温馨事。

“那天早上8点钟，我有事要去徐闻，刚登上
船，就听到船舱内有人大喊‘有没有医生护士？’听
到后，我立即往船舱内跑。”11月9日，戴石玉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她循声进了船舱后，发现一名产
妇坐在船舱的座位上，身体被一床被子盖住，“当
时孩子都快要生出来了，产妇的丈夫站在旁边，脸
色苍白，不知所措。”

“你是一胎还是二胎？”戴石玉上前询问产
妇。戴石玉当护士已10年，虽然她不是妇产科的
护士，没接生过。但毕业实习时她曾在妇产科实
习，凭借积累的工作经验，她开始协助产妇生产。

过了一会儿，婴儿平安落地。那天早上天气
有些冷，戴石玉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将婴儿包
起来抱在怀里，并为孩子处理身上的羊水。“我看
到婴儿的眼睛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张的，想吃东
西，并大声啼哭，我知道孩子平安了，眼泪一下子
流了下来。”戴石玉说。

随后，戴石玉把婴儿交给婴儿的爸爸，开始检
查产妇，发现产妇出血量不是很大，情况正常。

船上的旅客看到母子平安，也都安心地笑
了。紧接着，120急救车赶到港口，将这对夫妇和
新生儿送往医院。分别时，产妇的丈夫对戴石玉
连声道谢。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

暖心故事

11月9日，在三亚市三亚湾
一带的一个休闲广场，“候鸟”老
人在冬日暖阳中跳舞。进入10
月下旬以来，随着北方天气逐渐
变冷，各地的“候鸟”老人从寒冷
地区来到海南居住，明年气温回
暖后，再返回户籍所在地。在三
亚，许多“候鸟”老人或出门观赏
风景，或休闲养生，或积极参加清
洁海滩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融
入当地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三亚：

“候鸟”老人享暖冬

■ 本报记者 郭萃

11月10日15时，海口市民王晟
在群上村公交站等公交车时惊喜地发
现公交站牌更新了，不仅公交站牌的
首发站和终点站增加了英文标识，而
且站名也变得更加规范了。

王晟最近在学英文，因此他格外
留意公共场所尤其是道路交通标志牌
上的英文拼写是不是准确规范。“以群
上 村 为 例 ，以 前 的 英 文 翻 译 是

‘Group in the village’，现在更新
后变成了‘Qun Shang Village’，现
在的翻译显然更标准。”

错误的翻译给许多不熟悉中文的外
国人带来困扰，在海口居住了10多年的
外国友人雷福表示，以前的海口公交站
牌上的英文“大小写不分”、排版混乱等
问题很常见，有些站牌的英文单词拼写错
误。“有一次，我在海口广播电视台公交站
看到该公交站的英文翻译是‘HaiKou
station’，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雷
福笑着说道。不少网友也对这样的翻译
表示“自己可能看到了假英文”。

对此，海口市公交集团邀请专业
团队，严格参照海南省《公共场所标识
标牌英文译写规范》完善相关场所英
文标识，做到中英文信息内容完整规

范。“我们对全市公交线路、公交站牌、
公交车、重点公交枢纽站进行摸底排
查后，及时调整更新、有序规范外语标
识标牌。”海口公交集团营运部主管徐
家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海口公
交集团已完成20个重要公交枢纽场所
的中英文标识标牌建设，全市2100多
辆公交车实现站点语音中英文播报。

海南日报记者11月10日下午在
环岛高铁城西站公共交通枢纽站看
到，“城西公共交通枢纽”“公交候车
区”等中英文标识标牌清晰醒目，公交
车落客区、停车场收费公告栏等标识
标牌均有中英文标注。

“不仅如此，我们还上线了实时公
交英文版，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海口公
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的实时公交模块，
随时切换中英文模式查询线路，这样
外国友人也可以轻松查询公交线路途
经站点。”徐家启说。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发现，目前新海
港客运站、海口汽车总站等交通枢纽的
外语标识标牌设置也十分规范。在新海
港客运站，客班车旅客候船区、无障碍候
船区等区域的标识标牌均设置了双语提
示，检票口旁还竖立着一块标牌，对检票
有效证件进行中英双语说明。

“9月至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

已完成外语标识标牌整改工作，共更
新中英文标识标牌92套。”海南海峡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杰
说，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港区户外标识
标牌、道路交通指引及安全警示标志
的规范化建设。同时，对标机场、火车
站，统一规划设计新海港导视标识，营
造良好的港口形象。

看到海口公共交通场所外语标识
不断规范完善，王晟说：“当前海南正
在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规范标准的
外语标识标牌在为外国友人提供方便
的同时，也让海南更有‘国际范’。”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

建设更规范 翻译更标准

海口公共交通场所外语标识更完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