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历史数据和近期客量初步预测袁海口地区
今年春运班线客运量达 420万人次遥为保障运力充
足袁今年春运海口地区计划投入营运客车 6806辆袁
其中旅游车 1411辆尧省际班车 154辆尧市县际班车
533辆尧市内包车 331辆尧公交车 1430辆尧出租汽车
2947辆曰 另外袁 拟从周边市县抽调应急储备运力
300辆遥 其中袁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
划投入车辆总数 2606辆尧客座总位数 76516个袁预
计运送旅客 388万人次袁同比约增长 3%遥
在运力调派上采取省际线路由市县际班车渊周

边市县抽调的市县际班车冤应急袁市县际线路由旅
游车尧乡镇班车尧市内包车尧公交车应急曰旅游客运
由市县际班车尧市内包车尧乡镇客车应急的办法相
互支援遥
为全力保障野春节黄金周冶的旅游高峰袁旅游客

运企业将做好支援班线客运岛内客流高峰的应急
准备遥乡镇客运和市内包车企业也将做好支援旅游
客运和岛内班线客运的准备袁 并根据需求进行报
备尧调派遥 海口公交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将确保除夕
和大年初一尧初二不少于企业或线路车辆数一半的
运力营运袁大年初三后恢复正常营运遥
此外袁海口各客运企业将强化与铁路尧公路尧水

运尧民航等不同运输方式衔接的统筹安排袁强化城
乡公共交通与干线运输的衔接袁 加强城乡公交车尧
出租汽车与长途汽车站尧客运码头尧火车站尧机场的
对接袁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遥

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还要求各汽车客运站
要加强对站内安检尧 消防等安全设备的检查维护袁
确保各种安全设施设备性能良好袁齐全有效曰要严
格执行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的检查工作曰要严格履行
车辆日常安检工作袁未经安检合格的车辆一律不准
发班曰 要严格按照客车的载客定额发售客票和检
票袁对出站的客车要严格执行车辆技术状况尧驾驶
员叶从业资格证曳和载客人数的检查尧签字制度袁谁
签字谁负责遥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冤 商报记者从海口市
道路运输管理处获悉袁 今年春运自 1月 13日
起至 2月 21日止袁 根据历史数据和近期客量
初步预测袁 海口地区今年春运班线客运量达
420万人次遥 为保障运力袁海口地区计划投入
营运客车 6806辆袁另外袁拟从周边市县抽调应
急储备运力 300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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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明日开始，比去年提前 11天
海口各车站港口迎来客流高峰 海南野海陆空冶运输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袁 为全力
保障海南春运运力配置袁在道路方面袁我
省计划投放营运客车 1.7万余辆袁 共计
38.6万余个客位袁其中省际班车 230辆尧
省内班线车 3325辆尧市际专线车 49辆尧
旅游车 2223辆尧市内包车 396辆尧公交
车 3408辆尧出租车 7413辆遥
记者了解到袁 海汽现在网络购票的

渠道通畅袁通过野海汽客运冶微信公众号尧
APP 以及网站袁车站的售票窗口尧自助
售票机等途径均可订票袁 需要注意的是

网上不能办理退票袁只能改签遥
海口汽车西站客运办何主任告诉记

者袁平时可提前三天订票袁但从现在开始
至除夕袁 上述所有购票渠道均可提前 7
天预订车票遥

海口汽车南站客运办张主任表示袁
根据往年经验袁 在腊月二十七尧 二十
八尧 二十九这三天旅客发送量会达到
高峰遥海口西站客运办何主任判断袁出
岛的长途旅客高峰期将在腊月二十
五尧二十六之前出现袁到腊月二十七尧

二十八就基本不会再有出岛的旅客袁
而此时将迎来发往岛内各市县线路的
峰值遥 春节过后袁内地的旅客将在正月
初五尧初六开始集中返程袁一直持续到元
宵节前后遥
而关于省际客票开始实名制袁海口

汽车西站客运办特别提醒旅客袁如果想
减少在西站现场购票排队等待的时间袁
可选择在早上 5时 30分左右售票窗口
刚工作时购票袁 或晚上 6时~8 时之间
购票遥

姻商报记者 徐明锋 荆胜欣
通讯员 周金丽 文/图

2017年春运自 1月 13日起
至 2月 21日止袁节前 15天袁节后
25天袁共计 40天遥 2017年春运比
2016年提前 11天袁 是近五年来
最早的春运遥 据预测袁今年春运袁
我省返乡流尧 旅客流尧 探亲流叠
加袁客流高峰将呈现来得早尧时间
长尧峰值高的特点遥 日前袁省交通
运输厅召开 2017年道路水路春
运工作会议袁 全面安排部署我省
交通运输系统春运工作遥要求袁全
省交通运输系统要科学组织运
力尧统筹安排尧多部门协调合作袁
全力保障春运有序开展遥此外袁为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袁 我省继续严
格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 野绿色通
道冶政策袁确保整车合法装载运输
鲜活农产品车辆优先便捷通行并
免收车辆通行附加费遥

海口班线客运量
将达 420万人次

为做好春运各项工作袁海口火车站
成立春运领导小组袁充分发挥电子引导
屏尧公告栏尧各代售网点公布电话订票尧
互联网购票须知等宣传方式袁使互联网
购票尧电话订票等购票方式能够在春运
中发挥作用尧便民利民遥 车站售票厅备
有 6台自动售取票机袁出站口有 3台售
取票机遥 同时袁售票窗口由原来的 4个
增至 10 个袁包括退票问询尧动车票尧取
票尧普通票尧学生票等窗口袁并根据客流
变化及时调整售取票窗口数量曰适当增

设学生专窗袁延长售票时间遥
为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袁 对有

特殊困难或行动不便的旅客袁 海口火车
站充分发挥 野海韵情 伴您行冶爱心服务
区特色袁加强客流引导遥为老弱病残孕等
重点旅客提供重点帮扶袁 确保旅客能够
顺利乘车遥

根据预售期推算袁1月 11日可售至
2月 9日的车票遥 从 16院00余票信息来
看袁 在车票预售期内袁11日至 26日袁各
车次列车车票较紧张袁 只有少量车票出

售曰27日至 28日袁 各车次
车票充足曰29 日起客流增
多袁各列车只剩余少量车票遥
海口火车站提醒广大旅客院 因出岛

列车时刻日前有调整袁 请旅客看清车票
票面的开车时间袁提前候车袁提前安排行
程购买车票袁尽量避开高峰期袁以免耽误
行程遥 在春运期间袁由于客流量大袁随身
携带的超大尧 超重物品应尽量通过物流
提前托运袁 以免在上车时给您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遥

我省琼州海峡水路旅客运输从
2017年 1月 10日起全面实施实名制管
理袁琼州海峡水路旅客渊包含乘坐省际客
车的旅客冤须凭有效身份证件在港口渊长
途客运站冤 售票窗口实名购买船票遥 并
在登船前袁 主动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和船
票袁经实名查验后袁登船过海遥

为全力保障海南春运运力配置袁水
路方面袁全省计划投放营运客船 393艘袁
其中琼州海峡客滚船 58艘尧 乡镇渡船
40艘尧旅游客船 295艘遥

记者从秀英港和新海港了解到袁海

口至海安航线共有客滚船 49艘袁其中抗
8级风客滚船 38艘曰海口至北海航线共
有客滚船 5艘遥

1. 海口至海安渊广东冤航线
海口渊秀英港始发冤至海安航线正常

通航情况下每天发 12个定点航班袁同时
根据车客流量安排 24小时滚动发班袁海
上航行时间约为 90分钟遥 定点航班开航
时间为 院00:30袁0 2:00袁03:30袁08:00袁10:00袁12:
00袁14:00袁16:00袁18:00袁20:00袁21:30袁23:00遥
海口渊新海港始发冤至海安航线正常

通航情况下每天发 6个定点航班袁 同时
根据车客流量安排滚动发班渊每天 11:00
至 24:00计划发 12~15个航班冤袁海上航行
时间约为 120分钟遥 定点航班开航时间
为院11:00袁13:00袁15:00袁17:00袁19:00袁21:00遥

2. 海口至北海渊广西冤航线
海口至北海航线正常通航情况下每

天发 2~3个航班袁开航时间为院19:00袁海
上航行时间约为 11小时遥海口登船地点
为秀英港袁 北海停靠码头为港务局客运
码头或国际客运码头遥

全力备战 预计发送旅客 24万

昨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
火车站获悉袁春运大幕即将开启袁该站
积极备战春运袁完善购票设施袁增设售
票窗口袁为旅客春运出行提供便利遥
今年节前春运袁学生尧务工尧探亲流

高度重叠袁形成明显高峰曰节后客流持
续平稳袁学生流尧务工流递进遥 春运期
间袁 海口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24万人
左右袁日均发送 6000人左右遥从 1月上
中旬起袁 火车站已经进入客流高峰袁11

日共发送旅客 6124人遥 春节黄
金周期间袁预计在正月初五尧初
六出现探亲流高峰袁 元宵节
后迎来务工尧 学生流高峰袁
且有可能持续到 2月底遥客
流成分主要以民工流尧学生
流尧探亲流为主曰主要流向
为广州尧上海尧北京尧西安尧
哈尔滨尧长春等地遥

11日至 26日 只剩余少量车票

琼州海峡过海实名 别忘带身份证

全力保障 计划投放客车 1.7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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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海口客运西站售票窗口前的购票旅客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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