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兰机场专线
机场国内到达厅 3号门出口袁

直至马路对面交通枢纽中心
渊GTC冤袁进入过道内直行至候车大

厅遥根据广播提前 5-10分钟验票袁
验票口验票后乘坐专线直达海花
岛遥 成人票 53 元/位尧 儿童票 27
元/位遥
海花岛发班停靠站点院 欧堡酒

店站尧双子沙滩渊星塔冤站尧2号岛澜
湾站尧美兰机场 T1遥
美兰机场发班停靠站点院 美兰

机场 T1及 T2尧2号岛澜湾站尧
欧堡酒店站尧双子沙滩渊星塔冤站遥

姻高铁接驳（免费）
乘坐环岛高铁在白马井站下

车遥 出站后往右手方向步行约 150
米袁搭乘高铁站专线直达 1号岛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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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春节假期前期全省温
度有所回升袁琼州海峡和五指山以北的局部地
区部分时段有雾曰 中期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袁海
南省将有明显降雨降温天气曰后期以多云间阴
天为主袁北半部局地有小阵雨袁气温再次回升遥

省气象部门提醒袁春节前期海峡部分时段
有雾袁对海峡通航有不利影响袁请相关部门及

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袁 提前做好海峡通航调
度尧物资运输尧交通疏导等工作遥 春节前期和中
期渊除夕耀初四冤袁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先后
有局地大雾和阴雨天气袁对道路交通有一定影
响遥 春节中期气温明显下降袁户外活动人员和
老尧弱尧儿童尧病人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袁预防感
冒和呼吸道疾病遥

春节气温“过山车”中期降雨降温
22日夜间耀23日早晨琼州海峡有雾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徐明锋冤 1月 21日至 1月 27日春节期
间袁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将迎来春节
出入境客流高峰袁1月 19日袁 美兰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发布出入境 野两公布一提
示冶遥 提醒通关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袁
以免耽误行程遥 春节期间袁美兰口岸于 1
月 22日渊初一冤尧25日渊初四冤尧26日渊初
五冤尧27日渊初六冤有有出入境航班计划遥
据悉袁为应对春运客流高峰袁美兰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贯彻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冠病毒野乙类乙管野后移民管理
工作要求袁科学分配通道比例袁确保中国
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 30分
钟曰根据旅客流量袁提前加开尧开满验证
通道袁确保通关高效袁缓解客流压力遥 同
时袁加大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袁安排充
足警力轮流值守袁提高动态用警效能袁积
极协调航空公司袁 提升出入境旅客信息

申报率袁 在客流密集区域和时段增派警
力维护候检秩序袁提前开足通道袁确保为
旅客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遥

为确保旅客通关顺畅高效袁 美兰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提醒旅客院1. 近期袁部分
国家对自我国入境旅客采取了防疫管理
出入境限制措施袁 包括要求提供行前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尧阳性人员入境后集中
隔离尧限制入境等遥 请提前了解前往国
防疫管理出入境限制措施袁 合理安排出
行国别尧时间袁防止造成出行不便袁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遥 2. 节日期间客流集中袁请
出入境旅客尽量错峰出行遥 出境旅客请
根据航空公司发布的开检时间袁 提前 3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手续袁以免误机遥
3. 出行前请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
是否有效袁合理安排行程袁注意人身安全
和自我保护遥 4. 如有其他问题袁请及时与
现场边检工作人员联系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张艺冤 1月 19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图书馆获悉袁春节期间袁省图书馆
正常免费对观众开放遥
开馆时间具体安排如下院

1月 21日(除夕)尧1月 22日(大年
初一)尧1月 23日 (大年初二)尧1月 24
日(大年初三)开馆时间院9:00要13:00

1月 25日(大年初四)尧1月 26日
(大年初五)尧1月 27日(大年初六)开馆
时间:9:00要17:00

1月 28日(大年初七)恢复正常开
馆时间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张艺冤 1月 19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海南省博物馆了解到袁1月 21
日渊除夕冤至 1月 27日渊大年初六冤袁省
博物馆内的展厅正常开放遥
据了解袁 省博物馆实行实名制预

约免费参观袁 观众可通过省博物馆官
方 网 站 渊https://www.hainanmuseum.
org/冤尧微信公众号渊海南省博物馆冤进
行线上预约袁 凭身份证或预约码即可
免费参观遥 省博物馆授权的门票预约
第三方网络平台有院美团尧支付宝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王凤冤 商报记者 19日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袁预计春节假期期间袁海南省前期和后期以多云间阴天
天气为主袁温度逐日回升曰中期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袁将出现明显降温尧降
雨和海上大风天气袁最低气温中部和西北部地区可降至 10耀12益袁其余地
区 13耀16益曰此外袁22日夜间耀23日早晨琼州海峡有雾遥

1月 20要22日袁北部湾海
面尧海南岛西部海面尧琼州海峡

风力 4耀5级尧 阵风 6级曰 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
面尧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耀6级尧阵风
7级曰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耀6级尧阵风 7级遥
此外袁22日夜间耀23日早晨琼州海峡有雾遥

23要25日袁琼州海峡和海南岛南部海面风
力 5耀6级尧阵风 7级曰海南岛东部和西部海面尧

北部湾海面尧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将
自北向南增大到 6耀7级尧阵风 8耀9级曰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风力 5耀6级尧阵风 7耀8级遥

26要27日袁琼州海峡尧海南岛西部和南部
海面尧北部湾海面风力 4耀5 级尧阵风 6 级曰海
南岛东部海面尧 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
力 5耀6级尧阵风 7耀8级曰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
力 5耀6级尧阵风 7级遥

陆地方面 1 月 20 日 尧21要22 日
渊除夕耀正月初一冤袁全岛缓慢

回暖袁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分散小雨袁局地早晚时
段有雾遥 22日最低气温中部山区将回升至 14耀
17益袁其余地区 17耀20益曰最高气温南部和西部
沿海地区可升至 25耀28益袁其余地区 21耀24益遥

23要25日渊正月初二耀初四冤袁受新的较强
冷空气影响袁 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袁五
指山以南地区多云间阴天尧局地有小雨曰各地

气温明显下降袁最低气温中部和西北部地区可
降至 10耀12益袁其余地区 13耀16益曰最高气温五
指山以北地区将降至 13耀18益袁 五指山以南地
区 21耀25益遥

26要27日渊正月初五耀初六冤袁冷空气势力
减弱袁全岛以多云间阴天为主袁北半部局地有
小阵雨曰各地气温回升袁最低气温中部山区将
回升至 14耀17益袁其余地区 17耀21益曰全岛最高
气温 23耀27益遥

海花岛春节期间增设多个临时停车场

@游客，这份攻略让你轻松登岛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黄

桂风冤 春节假期来海花岛如何嗨玩钥 如何更
便捷登岛钥 如何轻松玩遍全岛钥 商报送您一
份交通攻略干货袁轻松出游海花岛浴

■自驾游
为满足广大游客的自驾出行需求袁海花岛新增

设置多个临时停车场遥 在原有中央公园停车场基
础上袁新增影视基地尧童世界尧国际购物中心尧欧堡
酒店尧中央西路临时停车场尧海花岛原展示中心停
车场等多个临时停车场遥

自驾游客可沿滨海大道或中央西路驶入海花
岛 1号岛袁根据现场交警指挥有序停放车辆遥

或沿滨海大道直行/滨海二道驶入中央西路袁
停放至中央西路临时停车场遥
或沿观海大道驶入海花岛原展示中心袁停放至

海花岛原展示中心停车场遥

荫 1月 22日渊初一冤
出境院 海口-中国香港 袁香
港航空 HX108袁 出境时间
22 : 25遥
入境院中国香港-海口袁香港航
空HX107袁入境时间 21:25遥

荫 1月 25日渊初四冤
出境院海口-中国香港袁海南
航空 HU703袁 出境时间 13:
25遥 海口-中国香港袁香港航
空 HX108袁出境时间 22:25遥
入境院中国香港-海口袁海南
航空 HU704袁 入境时间 17:
45遥 中国香港-海口袁香港航
空 HX107袁入境时间 21:25遥

荫 1月 26日渊初五冤
出境院海口-中国香港袁海南
航空 HU703袁 出境时间 13:
25遥 海口-中国香港袁香港航
空 HX108袁出境时间 22:25遥
入境院中国香港-海口袁海南
航空 HU704袁 入境时间 17:
45遥 中国香港-海口袁香港航
空 HX107袁入境时间 21:25遥

荫 1月 27日渊初六冤
出境院海口-中国香港袁香港航
空HX108袁出境时间 22:25遥
入境院 中国香港-海口袁香
港航空 HX107袁 入境时间
21:25遥

海口美兰边检站发布出入境野两公布一提示冶

做好这 4件事，避免造成出行不便
出入境具体航班时刻

春节假日期间
省博正常开放

免费对外开放

省图春节开馆
时间安排来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徐明锋冤 1月 19日袁商报记者了解
到袁为保障琼州海峡通道安全畅通袁根
据 叶广东省海峡办关于落实进岛客货
车辆全预约购票过海的通知曳要求袁自
2023年 1月 19日 14时起袁所有进岛
客货车辆实行全预约购票过海袁 未预
约购票的请勿前往港口遥

琼州海峡实行
全预约购票过海模式

所有进岛车辆
须提前预约购票

海洋方面

https://www.hainan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