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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记者从海南电网
公司博鳌论坛#"$%年年会保电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历时$个多月#按照
一级保电标准进行的各项保电准备
工作已全面完成$ 从!$日起保电措
施正式启动#截止&月&日$

此次保电点多%面广%流动性强#

重点保电范围涉及琼海%海口%万宁%

三亚% 儋州以及东环高铁沿线区域$

对此#海南电网公司提出&全网保琼
海%琼海保博鳌'的思路#明确&零差
错%万无一失'的保电目标(并将保电
任务分解成十大单元'"项专题工作#

明确责任# 将工作逐一落实到一线%

到岗位%到人员$同时#针对一类重点
客户# 此次保电仍是从电源保到灯
头#不仅保供电#还保用好电$

据介绍# 此次保电首次使用电
缆旁路作业系统# 可以及时隔离故
障#快速恢复供电#该系统在广州亚
运会时曾使用过一次#在海南尚属首
次$ 还大量运用红外测温成像技术%

超声波局放技术对供电设备进行监
控#及时发现异常排除隐患$ 同时#

组建输变配电%用户设备抢修等队伍
$%支%调派(台应急发电车参与保电#

增强应急抢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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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在即#海南省定
安警方全警投入安保警备状态#自%"$%

年!月%)日夜起# 集中开展治安大清查
行动#效果显著$截至目前#定安警方清
查公共娱乐场所*%家# 出动警力%'!人
次#破获!宗贩毒案#抓获莫某等三名贩
毒犯罪嫌疑人# 查获吸毒人员$'人#缴
获+粉$$,克#海洛因$&-*克#及冰毒等
多种毒品数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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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期
间相关警卫线路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省公安厅决定#从!月!.日

至&月!日对我省部分道路实施交通
管制)!月!.日.#),,至&月!日#.时#

禁止'吨!

./

"以上大型货车和运输
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在环岛高速公路
东段!

01

"%省级高速公路/0#!

23

456789:;

"行驶(往返海口
与三亚的'吨以上货运车辆和运输易
燃易爆物品车辆# 请绕行##!国道%

##&国道和##'国道$

但由于国道##!线万宁与陵水交界

处牛岭路段坡陡路窄#载重#,吨以上货
车难以通行#因此警方提醒)年会交通
管制期间#载重#,吨以上货车由海口前
往三亚方向暂不能通行#由三亚往海口
方向可经环岛高速西线段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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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

AB

"+现已经审议并原则通过#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日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 为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海南省教育厅与公安厅已结合本省实
际情况联合起草了*校车安全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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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被列入校车安全运营
改革试点#该市教育%财政%交通%公安
等部门共同起草了*校车运营管理试行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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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报海口市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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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从今年.月份开始#海口

实施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调查全
市校车数量%车况%运营资质%驾驶员
资格等情况#以校为单位#为每一辆备
案校车建立档案$ 今年初#海口登记备
案的校车共.'!辆# 其中专用校车##

辆#非专用校车.!.辆$

&家长为孩子选择就近入学# 才是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海口市教育
局相关工作负责人称#跨区域择校现象
是导致校车需求量增加的根源之一$为
破解上述难题#&十二五'期间#海口市
将进一步加大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力
度#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内基本均衡
发展$其中##,.#年底#龙华区要实现区
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年

底#秀英区%琼山区和美兰区要实现区
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此前有公司申请在海口开通 &学
生公交专线'# 记者从相关单位了解
到# 目前由政府买单推行小学生免费
乘坐公交#但设置&学生公交专线'时
机并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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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口市政府的一号文件*海
口市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关
注的便是校车安全$ 方案从校车的规
范%从业人员的资格%校车司机的培训
和素质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据了解#海

口将把校车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校
园安全管理工作年终考核内容( 将校
车管理纳入民办学校1

EFG

!办学条
件的主要内容2将接送学生的学校1

E

FG

3 是否有合格校车作为申办学校
1

EFG

3的基本条件$将民办学校1

EF

G

3 的校车管理列入年检的主要项目4

对不履行校车安全管理和学生交通安
全教育责任的学校4有超载%私自改装%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严重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校车的民办学校1

EFG

!年检
实行一票否决4年检不予通过(多次违
法违规4情节严重的#吊销办学许可证$

文昌也正准备对城区中小学生进
行公交补贴#鼓励学生乘公交出行#以

弥补目前校车存在的不足$ 该市计划
通过公交运营能力的提升# 解决孩子
上下学出行的问题$ 该项措施预计将
于下半年开始实施# 包括文城城区中
小学在内的!(,,名学生将能享受此项
出行&福利'$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长符礼伟称#

该县相关部门挨家走访了当地拥有校
车的学校#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校车
超载问题最为严重# 抓超载成为例行
检查工作的重点$ 符礼伟特别强调要
加强校车司机的职业道德教育# 当校
车司机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据悉#

昌江准备为校车司机的驾龄设立门
槛#并加强司机职业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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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武警三亚市支队百余名官兵进
驻博鳌年会执勤任务区域#正式开始年
会安保执勤任务$

该支队坚决贯彻武警总部提出的
&三个确保一个展示'的目标要求#多次
前往目标区域勘察地形#研究确定周密
的执勤方案预案和哨位路线计划#确保
执勤无死角%无隐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