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春运将于 1月 10日开始 我省部署春运工作

多措并举 打造平安便捷温馨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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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潘彤彤冤
2020年春运将于 1月 10日开始至
2月 18日结束袁 共计 40天遥 12月
25日袁 海南省召开春运工作会议袁
对春运工作进行重点部署遥
会议要求袁 各有关部门要把做

好春运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来抓袁 认真分析总结历年春运工作
经验袁 仔细摸排春运工作存在的薄
弱环节袁全面扫清工作盲区袁精心谋
划组织袁形成自上而下尧部门联动的
指挥联系协调网络袁保障春运遥强化
监管袁紧盯重点薄弱环节袁加强全面
管控全力打造野平安春运冶曰精心部

署袁 全力保障运输通畅有序袁 打造
野有序春运冶曰加强跨部门合作袁形成
保合力袁全力保障畅通出行野最先和
最后一公里冶袁打造野便捷春运冶曰统
筹安排运力资源袁 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袁深入开展野情满旅途冶系列活动袁
打造野温馨春运冶遥

据介绍袁2020年春运比上年提
前 11天袁春运开始学生流尧务工流
即相互叠加袁客流高峰压力大袁自驾
出行明显增多袁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的任务繁重遥
会议要求袁 有关单位要提前掌

握在校学生尧 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返
乡尧返校尧返工运输需求袁积极对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运输保障工
作遥要统筹兼顾客货运输袁在保证旅
客运输的同时袁 努力兼顾好电煤尧
粮食等重点物资及肉禽尧蔬菜等
生活物资运输袁 确保春运期
间快递行业正常有序袁全
力满足节日期间群众
生产生活所需遥 要
提升信息服务水
平尧维护正常
客运秩序尧
做好春
运

宣传引导工作袁 多措并举确保全省
人民和来琼旅客度过一个平安尧吉
祥尧欢乐的新春佳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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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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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方案曳袁到 2022年袁我省将
建成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袁充电桩尧停车
场地等布局和建设基本适应发展需求
的共享出行体系袁 全省电动汽车与公
共充电桩比例达 8颐1袁投放分时租赁汽
车渊野共享汽车冶冤达到 6000 辆袁野一点
租多点还冶出行服务体系初具规模袁市
场秩序得到规范曰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车辆得到推广应用袁 投放的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渊野网约车冶冤尧共享汽车清洁
能源化比例分别达 60%尧100%曰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渊野共享单车冶冤在解决城市
交通出行野最后一公里冶的地位方面更
加凸显遥

到 2025年袁共享出行服务效率和
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袁 全省电动汽车与
公共充电桩比例达 6颐1袁投放共享汽车
达到 1万辆曰投放的网约车尧共享汽车
清洁能源化比例分别达 90%尧100%袁初
步建成布局合理尧清洁低碳尧集约高效
的共享出行服务体系遥

叶方案曳指出袁我省将引导把出租

汽车综合服务区尧停靠点尧候客泊位尧
共享汽车充电设施尧服务网点等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袁不断优化共
享出行基础设施环境和运力投放机
制袁提升服务能力袁逐步形成多层次尧
差异化的城市交通出行体系袁构建品
类更多尧品种更全尧品质更高的运输
服务遥

还将加强出租汽车尧 共享汽车与
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袁 推进
机场尧火车站尧汽车站尧港口等交通枢
纽专用候客和停放站点建设遥 鼓励城
市商业中心尧政务中心尧大型居民区等
人流密集区域的公共停车场为共享汽
车尧共享单车停放提供便利遥完善新能
源共享汽车停车收费优惠政策袁 切实
提高城市路内停车泊位的使用效率和
车辆使用便利性遥 完善慢行交通网络袁
进一步提升共享单车使用的通达性和
便利性袁 打造共享出行试点示范先导
区袁构建共享出行治理新格局袁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运输服务遥

我省印发共享出行试点方案 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绿色出行体系

到2022年投放共享汽车60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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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
员 陈炜森 蒋升冤 12月 23日袁海南省
公安机关旅游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全省
各市县拉开序幕袁活动将从 23日持续
到 27日袁本次旅游安全宣传周的主题
为 野共建共治共享旅游安全共同体冶遥
自活动开展以来袁 海南各级公安机关
结合本地实际袁开展了旅游警务室野开
放周冶尧 涉旅相关行业企业交流会尧数
说旅游安全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袁
以实际行动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宣示
野海南有旅游警察在袁您放心来冶遥
据了解袁 本次旅游安全宣传周活

动宣传对象涵盖了游客尧候鸟老人尧涉
旅相关行业企业等群体袁 旨在做到预
防为先尧事前化解尧主动服务袁充分保
障我省旅游旺季旅游市场秩序平稳有
序发展袁 积极推动涉旅各相关主体参
与旅游安全治理袁 共同维护海南健康
平稳的旅游市场秩序遥

全省公安机关举办
旅游安全宣传周活动

维护健康平稳
旅游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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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贤球 潘彤彤冤 12月 25日袁商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
到袁近日袁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尧省资规厅等 11部门
印发叶海南省共享出行试点实施方案渊2019-2025年冤曳渊以下
简称叶方案曳冤袁探索我省共享经济发展新模式在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尧汽车分时租赁尧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出行服务领域
开展试点示范建设袁构建便捷高效尧安全绿色的出行体系遥

海南高院专题部署

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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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方茜冤 12 月 24
日袁海南高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袁专题
讨论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遥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海南法院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遥 2019年全
省法院自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袁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袁 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袁强化权力运行监督袁始
终保持对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遥 会议
强调要认真吸取张家慧案件的教训袁
补齐海南法院廉政建设的重大漏洞尧
防控风险点和教育盲点袁 切实采取有
力措施袁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 法院要从加强政治建
设尧完善制度机制尧加强廉政教育尧加
强廉政风险防控尧 加强支部建设等方
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袁 认真查找
整治管理野盲区冶野漏洞冶袁扎紧野制度铁
笼冶袁推进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的长
效机制袁坚决防止野灯下黑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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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12月 25日袁 省政
府党组书记尧 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省政府党组会议袁 深入学习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袁 研究省政府落实措施和明
年重点经济工作遥
省政府党组成员依次围绕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袁 就明年分管领域重

点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遥
就科学谋划袁统筹安排政府明

年重点工作袁沈晓明提出袁一是要
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袁
扎实做好承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
策早期安排的各项工作袁 确保取
得明显成效尧有重大进展遥 二是要
推进野五网冶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袁
实现野五网冶融合发展遥 三是要推
进城乡更新升级改造袁 完善住房

保障工作遥 四是要加快旅游业尧现
代服务业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袁进
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遥 五是以
乡村振兴为抓手加快推进野三农冶
工作遥 六是要深化野多规合一冶改
革袁以规划引领野全省一盘棋尧全
岛同城化冶袁推动区域发展遥 七是
要谋划推进标志性项目袁 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遥 八是要创新土地供
应袁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遥 九是

要补齐教育尧卫生尧体育等民生领
域短板遥 十是要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袁 推进制度创新袁 创新服务方
式袁完善引才用才机制袁打造国际
认可的一流营商环境遥
会议还传达了全国政府秘书长

和办公厅主任会议精神遥
毛超峰尧刘平治尧苻彩香尧沈

丹阳尧冯忠华尧倪强出席袁王路列
席会议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政府明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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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12 月 25 日上午袁
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报告会在海口
举行袁 中央外事办副主任刘建超作
报告遥 省委书记刘赐贵听取报告并
会见刘建超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
明袁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报告会遥

报告会上袁 刘建超紧扣学习贯
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主题袁 系统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袁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袁 围绕 野十个坚
持冶 详细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精髓要义遥 他结合自己多年外交工
作实践袁 深入分析了当今国际形势
和热点问题袁 深刻阐述了党中央对
外方针政策和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袁
并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外事工作

提出了指导意见遥
刘赐贵在会见时对中央外办给

予海南发展建设特别是外事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遥 他说袁当
前海南正处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关键时期袁 全省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袁全面落实
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冶理念遥 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袁
认真领会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袁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外交思想袁 深入了解把握国
际形势袁自觉识大局尧观大势袁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袁 认真抓好外事工
作袁 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
新贡献遥

省委常委尧 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主持报告会遥 省委常委胡光辉尧肖
莺子袁 驻琼军警部队领导杨征尧杜
亚勇袁省领导陆志远尧沈丹阳尧陈凤
超尧路志强尧马勇霞袁以及省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袁中央驻琼有关
单位和省属有关企事业单位负责
同志袁各市县外办负责人等参加报
告会遥

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刘赐贵会见 刘建超作报告 沈晓明李军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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