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潘彤彤冤 1
月 17日上午袁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
长林东尧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
静就琼州海峡春运准备工作进行联
合专题调研遥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姚建勇袁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
巡视员杨昌永袁两省海峡办主任尧相
关处室负责人及港口相关负责人陪
同调研遥

调研组一行重点检查了海口新
海港各项春运准备工作袁了解了运力

安排尧待渡车场建设尧安全保障尧应急
预案等工作袁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和各
有关企业一定要加强安全应急工作尧
提高车辆装载效率尧提升服务意识和
质量袁为过海旅客尧司机营造一个安
全尧舒适尧快捷的乘船环境遥
这是两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第一次

就琼州海峡春运工作进行联合专题调
研袁 调研过程中袁 双方就两省运力协
调尧衔接尧调度等事项进行了协商尧协
定袁 共同努力打造琼州海峡安全尧舒
适尧畅通地春运运输环境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冤 1月 17日上午袁海南省道路
运输局举行海南省道路运输第三方安全
监测平台上线运行启动仪式袁 重点监测
营运车辆尤其野两客一危冶车辆行驶过程
中的车辆运行状态尧驾驶员驾驶行为遥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 第三方监测平台
在不靠政府投资尧 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情
况下袁不改变原先企业动态监控主体责
任和管理部门监管责任袁 在原有基础上
野加一把安全锁冶袁 对全省道路营运车辆
提供 7伊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测尧 实时
报警袁重点监测营运车辆尤其野两客一
危冶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车辆运行状态尧驾

驶员驾驶行为袁对超速尧疲劳驾驶尧不良
驾驶行为等违规行为进行实时提醒尧及
时制止袁 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袁建立健全野统一监测尧实时监控尧
即时反馈尧有效遏制冶闭环管理机制袁从
源头上最大限度消除安全事故隐患遥

同时袁 第三方监测平台还进行分析
研判袁通过日报尧周报和月报等方式袁向
运输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报送动态监控
报表袁提供精准的动态监控数据袁为运输
企业和行业监管部门采取安全管理措施
提供决策依据遥

据介绍袁 第三方监测平台上线启用
后袁我省将建立运管部门尧运输企业及第

三方监测平台等多方优势互补的安全生
产风险管控新模式袁 推动道路运输安全
管理理念从野事后应急处置冶向野事前事
中风险预防冶转变袁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
运输行车事故的发生袁 对进一步深化全
省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的改革
与发展袁加强和
规范重点营运
车辆动态监管
工作袁提升道路
运输行业安全
管理水平具有
重大意义遥

我省道路运输第三方安全监测平台上线
重点监测营运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车辆运行状态尧驾驶员驾驶行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1 月 17
日袁海口市教育局发布叶关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致海口市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曳袁信中对春节尧寒假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袁做出系
列提醒遥

信中提到袁迎新年放爆竹是我国春节的传统习俗袁为了切
实维护孩子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袁也为了防治因燃放烟花爆
竹造成的大气和噪声污染袁使广大市民过一个欢乐尧祥和尧安全
的新春佳节袁请关注海口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并主动
遵守遥

信中表示袁履行监护人职责袁教育孩子安全燃放烟花爆竹袁
指导督促孩子安排好寒期生活袁 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遥
现就有关烟花燃放事项发出倡议院
主动遵守野安全提示冶遥 信中提醒家长袁要了解海口市禁止销

售尧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袁叮嘱孩子不在禁放区燃放袁不违反限
放规定袁远离燃放现场遥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时袁
应当由家长陪同看护遥

自觉当好野示范表率冶遥 信中提醒家长带头不违规燃放尧
不买卖非法烟花袁模范遵守新法规袁言传身教当好孩子的表
率遥

海口市教育局表示袁维护城市环境袁构建和谐家园需要我们
的共同努力遥请家长积极参与野全民治理冶遥主动当好禁放宣传志
愿者袁带动身边亲人尧朋友尧同事遵守新法规袁自觉清理身边隐
患袁劝阻违规燃放行为袁举报违法行为袁为孩子营造安全的生活
环境遥

据统计袁每年的腊月二十七至大年三
十为进岛车尧客流量高峰期袁预计单日入
岛车辆及旅客可达 7000次袁 其高峰时段
主要集中在每日的 12时至 23时遥

海口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提前规
划出行路线袁合理安排时间袁尽量避开高
峰时段袁选择错峰出行曰同时袁注意查看天
气预报及码头公告袁避免因大雾等恶劣天
气导致停航滞留码头遥

海口铁警提示袁广大旅客切勿疲劳驾
驶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曰请勿携带易燃易
爆及各类危险品进港乘船袁以免给您的旅
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曰切勿从陌生人处代
购船票袁不要从陌生人手中购买与自己身
份证信息不符的船票袁 如有突发情况袁请
及时与码头工作人员联系或向警方报案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近日袁有媒
体公布了全国 300所高校的放假时间袁 海南高校也在 1月份陆
续进入了寒假遥

据各学校的校历显示袁海口的高校寒假时间普遍在 45天左
右袁海口经济学院尧琼台师范学院 3月 1日开学袁海南大学的假
期最少袁仅有 34天遥

假期实践活动成为部分高校寒假前后的内容之一遥 海南大
学研究生和本科学生从 2019年 1月 21日起放假至 2月 23日
结束袁假期有 34天袁2月 24日注册袁2月 25日正式上课袁而在假
期前的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月 18日袁 学生还需参加
3周的冬季小学期遥
海南师范大学 1月 8日-2月 21日放寒假袁 学生 23日返校

注册袁24日大扫除袁25日正式开始上课袁假期有 45天遥
海口经济学院的学生在结束课程后袁 需参加 2018年 12月

29日-2019年 1月 11日的学生冬季实践小学期袁1月 14日-3
月 1日为学生的正式假期袁寒假共计 47天遥

琼台师范学院的放假时间为 1月 17 日-3 月 1 日袁3 月 2
日尧3日到校报到注册缴费袁4日正式上课袁假期为 43天遥

海南医学院的寒假从 1月 21日至 2月 24日袁放假 5周袁一
共 35天袁学生 2月 25日正式开始上课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寒假时间是 1 月 5 日-2 月 22
日袁假期为 49天袁2月 23日 17时前袁学生必须回校注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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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严格冤 商报记者走访获悉袁随着 2019
年春运临近袁各家航空公司将加大热门
旅游目的地要要要海南的运力投入袁以满
足广大游客在春节假期前往海南度假
的需求遥
据海南航空介绍袁 预计在今年春运

期间袁日均执行航班超过 850班次袁共计
执行航班 3.5万个袁 运输旅客 550万人
次遥 针对海南地区袁海南航空将通过新
开航线尧增加班次尧机型优化等方式袁增
加乌鲁木齐尧哈尔滨尧长春尧广州尧深圳尧
上海尧太原尧长沙等城市前往海口尧三亚

的运力遥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预计春运期

间袁在海南投入近 7350个航班袁始发运
力投入座位数 137.3万个遥
其中袁 南方航空计划在海南飞往广

州尧深圳尧郑州等热点城市进行增班袁预
计加班 1138班次遥 除了增加航班外袁南
方航空还计划在北京尧 深圳等主要市场
高峰时段的航班袁改由宽体机执飞袁以增
加座位投放遥

春运期间袁 南方航空将每天在三
亚-北京航线上投入 5 班宽体机袁在海
口-北京尧海口-深圳尧三亚-乌鲁木齐

航线上投入 1班宽体机遥 目前袁海南至
深圳尧北京尧广州等地的春运机票销售
走旺袁特别是三亚市场袁进出港需求非
常火爆遥
此外袁今年春运期间袁东方航空将增

加烟台-博鳌尧兰州-博鳌航线的运力投
放袁 预计在三亚尧 海口的座位投放将比
2018年春运同期增长 5.2%遥

东方航空还将通过优化机型的方
式袁将 84架宽体机投放到三亚尧海口等
旅游热点城市的航线袁 载客量最大的
B777-300ER 飞机将投入到上海至三
亚尧成都尧台北尧曼谷等航线遥

春运即将启动袁多家航空公司增加海南运力投入

新开航线加班次 回家的路更好走
寒假来临浴 海南高校寒假这样放噎噎
最长 49天 最短 34天

海口市教育局致家长的一封信

孩子燃放烟花爆竹
家长要履行好监督

春运将至 琼州海峡轮渡码头将迎客流高峰

预计单日入岛车辆及旅客可达 7000次

琼粤交通运输厅
专题调研琼州海峡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帷幕袁通
过琼州海峡铁路北港码头进入海南岛的车尧客流量也开始大幅度上升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