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严格 通讯员 云蕾 汤雅飞冤近日袁为给旅客
提供线上线下信息的无缝衔接以及个性化
的体验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渊以下简称野美兰
机场冶冤 智能化航旅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袁标志着美兰机场成为全球首家基于大
数据和本场服务情景完整实现公共信息服
务全流程尧智能化乘机前置服务的机场遥
据了解袁 美兰机场智能化航旅信息服

务平台已上线 129台智能化旅客信息导示
设备用于提供服务袁 不仅可实现旅客实时

定位尧航班动态查询尧获取周边商品信息尧
乘机流程提示尧安检通道推荐尧急客催促尧
登机口位置提醒尧 到港交通方案推荐等基
于旅客所在的当前位置提供实时的服务信
息引导功能袁 还可以帮助旅客实时动态地
了解机场环境和各项机场服务设施和资源
的状态袁 从而实现以信息化的展现方式为
旅客提供前置服务袁 完成了机场服务运营
的理念从单纯高效利用人流量资源和机场
物理空间为中心向真正以旅客需求为中心
的转变遥

海口美兰机场智能化
航旅信息服务平台 投入使用

海口万春会新春灯展
2日晚璀璨试亮灯啦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辉) 为确保海口市民
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尧祥和尧畅通的
新春佳节袁 海口公交集团 137条
公交线路春节服务不停歇袁2月 4
日至 6日袁 确保每条线路 50%以
上运力正常运营袁2月 7日所有公
交线路恢复正常运营袁 保证 2019
年第十四届海口万春会期间道路
运输正常袁 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市
民游客出行需求遥

按照部署袁2月 4日 (大年三
十)12时以后和 2月 5 日尧2 月 6
日(年初一尧初二) 每条线路确保
50%以上运力正常运营曰2月 5日
至 6日袁各公交线路早班不得晚
于 7 时 30分发车袁 晚班不得早
于 20 时 30 分收车袁2 月 7 日所
有公交线路恢复正常运营遥 春节
期间袁合理调配公车尧出租车运
力袁重点加大 21路尧41路尧K4路尧
J1 路尧J2 路尧J3 路尧J4 路尧J5 路尧J6

路公交发班密度袁充分保障机场尧
火车站尧 港口等交通枢纽旅客的
出行需求遥

根据万春会活动安排袁2月 5
日尧2月 6日袁途经万绿园方向的
18 路尧21 路尧28 路尧43 路尧37 路
等 5 条不同方向的公交线路末
班车不得早于 22 时收车遥 海口
公交集团将安排 200辆公交应急
运力保障春节尧万春会期间运力
需求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1月 31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
铁路港口了解到袁随着春节假期临近袁铁路港口迎
来了客流尧车流出岛高峰袁日输送旅客 1.5万人次袁
汽车约 3000辆遥部分客货列密集时间段的航班已经
出现了票源尧车位紧张现象袁为此袁铁路港口及时采
取 4项措施应对客流车流出岛高峰遥

调剂最大运能投入营运袁 现有 4艘船只全部参
战春运袁 其中 3艘上线营运袁1艘作为机动备用船
只袁每天开行航班 14对遥 同时袁根据现场车流情况袁
每天减少货列开行 2-3对袁 最大可增加小车位约
900个曰1月 31日起袁启用新扩建汽车待渡场袁在现
有可待渡小客车 300辆的基础上袁 增加了约 800个
小车停车位袁车辆待渡能力提升了近 3倍袁有效避免
了车主在滨海大道排队等候现象的发生曰加大网络
放票力度曰增加港口支援力度袁成立春运突击队袁配
合做好车辆引导尧过磅安检尧旅客乘降等工作遥

目前袁港口每天 10时至 22时期间袁因要承担客
列运输任务袁票源尧车位相对紧张袁但 22时至次日
10时期间票源比较充裕袁可随到随走遥

海南铁路港口四项措施
应战节前客流车流高峰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陈王凤冤野弱不禁风冶 的冷空气已经抵
达野战场冶袁1月 31日袁最高气温比昨天略
下降 1-2益袁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了吗钥
据省气象台消息袁 预计 2月 1日-3 日袁
东北半部局地有小雨或雾袁 部分路段交
通运输条件较差袁 其余时段交通运输条
件良好遥
预计 2月 1日-3日袁 东北半部局地

有小雨或雾袁其余地区多云袁各地气温逐
日上升遥 3日袁最低气温袁西北部内陆尧中
部地区 16耀19益袁其余地区 19耀22益袁最高
气温袁北部尧中部和东部地区 25耀28益袁西
部和南部地区 28耀31益遥
预计 2月 4日-7日袁 北半部局地早

晚有雾袁有雾时部分路段较差遥 2月 4日-
7日袁琼州海峡部分时段早晚有雾袁风力 5

级尧 阵风 6级袁有
雾时通航气象
条件较差 袁其
余时段通航气
象 条 件 良
好遥

未来 3天琼岛东北半部局地有小雨或雾

春节前“晴歌高唱”
周日最高气温 31℃

预计 2月 1日袁 琼州海峡多云为
主袁风力 5级尧阵风 6级袁通航气象条
件良好曰2月 2日-3日袁 琼州海峡早
晚有雾袁风力 5级尧阵风 6级袁有雾时
通航气象条件较差袁其余时段通航气
象条件良好遥

预计 2月 1日袁 东北半部局地
有小雨袁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
路段尧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道路湿滑袁 对交通有轻微影响曰2
月 2日-3日袁东北半部局地早晚有
雾袁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段尧
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文昌路段尧西
线海口到儋州路段能见度较差袁对
交通运输条件有一定的影响遥

全省主要路段
交通气象预报

琼州海峡通航
气象条件预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冤1 月 31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省
旅游协会发布的 2019年野海南
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信息冶获
悉袁春节期间袁全省 18 家旅游
景区推出 52项优惠措施袁最高
优惠力度高达 40%袁 海南本地

居民凭身份证购票将获得更多
优惠遥

据了解袁春节假期前后袁部
分景区优惠力度高达 40%遥 景
区不仅推出优惠政策袁 且推出
了一系列的迎新春色彩活动袁
如年夜饭尧 帐篷露营等活动与
游客一起共度新春佳节遥 三亚

南山文化旅游区尧 海南分界洲
岛旅游区尧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尧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
区尧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尧
天涯海角等 18 家旅游景区推
出 52项优惠政策袁海南当地居
民凭身份证购票优惠更多袁海
南人游海南更实惠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冤 1月 31日袁 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省旅游协会了解到袁今年春

节期间袁包括海口尧三亚尧陵水尧琼中尧东
方尧万宁等各市县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
文化和娱乐活动遥

春节全省 18家景区推出 52项优惠措施
最高优惠 40% 让市民游客玩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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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节庆文娱活动丰富多彩袁约起浴

春节哪里玩？吃喝玩乐攻略在此

海口公交春节“不打烊”
安排 200辆公交应急运力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辉) 商报记者从海
口市政府获悉袁第十四届海口万
春会(万绿园点)花灯布展工作正
在紧张进行中袁2 月 2 日晚袁万
春会新春灯展将首次璀璨试亮
灯遥 春节期间袁广大市民游客将
在万绿园以及国兴大道尧龙昆南

路等多个场所欣赏到万春会流
光溢彩过大年的灯组创意尧感受
到浓浓的海口年味遥

据了解袁今年海口万春会万
绿园灯展以野追梦新时代袁活力
新海口冶为主题袁将从 2 月 4 日
正式亮灯并一直持续到 2月 19
日袁除了欣赏传统花灯展示袁还

有文艺演出尧民俗展演尧各区文
艺汇演尧 群众互动体育活动等
特色活动袁 旨在提升海口的文
化自信遥

海口 引进中国艺术剧院儿童剧
叶花神曳 惠民演出袁 推出长影环球 100
奇幻乐园 野合家欢 福满天冶迎新春活
动尧观澜湖新春民俗嘉年华尧海南野生
动植物园野金猪纳福袁好运耶滚滚爷来冶
新春贺岁活动尧野迎新春送春联冶 惠民
活动遥

三亚 推出亚特兰蒂斯 野C秀冶
表演尧 三亚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大型
实景演出叶田野狂欢曳尧大型椰海青春
实景影画叶红色娘子军曳袁旅游演艺展
现多元文化的魅力遥

万宁 推出野新春到万宁袁欢乐
过福年冶 活动袁 让游客体验特色美食
文化遥

东方 推出迎春晚会尧 元宵晚
会暨第二届东方十大好人颁奖晚会遥

澄迈县 举办 2019年新春七天

乐活动尧2019年唱响新春美丽乡村音
乐活动遥

昌江县 推出春赏木棉红散点
民话表演尧木棉花民族音乐汇遥

陵水县 举办竹竿舞+八音民
兵活动尧 第七届雅居乐清水湾国际沙
滩啤酒狂欢节尧 椰田古寨景区夜市亲
子游遥

保亭县 举办神玉岛烟花晚
会尧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黎
家庙会遥

琼中县 推出 2019
年琼中百花廊桥花灯会 尧
2019 年琼中什寒黎苗歌舞
新春表演尧2019年云湖野新
春之夜冶篝火晚会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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