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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海量
分析指挥

将工单派发职能部门处理，可指挥到基层一线

应对拥堵

指挥交警疏导，发送提醒，点对点服务

04关注春运

责编/元惠卿 美编/颜鹏

整合 83 条政府部门热线、90 个主要部门

解密春运高科技“大脑”

一屏知全省交通动态
南国都市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王小畅 文/图）今年春运，我省专门成立了海南省春运应急指挥中心，
与海口市春运指挥中心合署办公，设在海口市 12345 联动中心。全省春运应急工作，有了一个高科技
“大脑”。那么这个“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将在春运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0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专程来
到海口市 12345 联动中心，为你揭开这“大脑”的神秘面纱。

机场
美兰机场试点
16 天红眼航班
南国都市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田春宇 通讯员陈栋泽 郭知静）今
年春运期间，海南航空、南方航空
等航空公司计划在海口加班近
1600 架次，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
上海、长沙、武汉、郑州、沈阳、哈尔
滨、天津、太原等热门航线，并通过
优化机型、更换宽体客机等方式加
大在海口的运力投入。民航局将美
兰机场列为试点，于 2 月 9 日-24 日
期间的夜间非繁忙时段 （主要集中
在凌晨 2-6 点） 安排红眼航班，为
旅客提供更为丰富的出行体验及便
宜、实惠的票价。

高铁
海口火车东站春运
将发送旅客 90 万人次

指挥中心的巨型屏幕。
20 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一走进海口
12345 联动中心，就被一块巨大的屏幕所震
憾。这是一块比电影院的幕布还大的 LED
屏幕，让人震憾的不仅是它的体积巨大，还有
其汇集的海量信息。
这些信息分成不同的版块，其中，春运版
块中，
屏幕实时显示了港口、汽车站、火车站和
机场的视频信息，以及交通实时监测数据、民
情预警等为决策提供帮助的大数据分析结果。
海 口 12345 热 线 负 责 人 刘 春 林 介 绍 ，
12345 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构建了
“一个指挥体系抓调度、一个大数据平台抓管
理、一个快速反应机制抓处置、一张风险地图
抓安全”的综合治理格局。先后整合 83 条政
府部门热线，将海口市 90 个主要部门纳入热
线成员单位，实现一体式联勤联动。并将分
散在公安、综治、三防、社区、机场、港口等处
的视频资源集中起来，基本做到了全市城市
运行情况看得清。这一平台汇聚了各方面的

海量信息，系统会对这些大数据进行分析，
做出相应的预警预判，例如系统会根据收集
的实时数据分析出市民实时反映的“热点问
题”，以便有关部门进行及时处理。
这一“大脑”除了具有强大的获取海量
信息能力，它还拥有大脑的指挥功能。刘春
林介绍，市民通过 12345 热线、椰城市民云、
公众号等渠道反映的情况，都会汇集到这个
平台里来。同时，这些信息会形成工单的形
式，派发到职能部门去处理。这个平台能够
实现所有的指挥功能，并且可以指挥到基层
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够达到视频联动。
那么，
如果春运遭遇恶劣天气，
它能够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刘春林称，
主要发挥指挥协
调的作用，例如可以通过全市 1 万多个摄像
头，
实时掌握道路交通情况，
如果市区的车辆
比较多，
出现了拥堵，
可以及时指挥交警进行
疏导，
并通过公众号等渠道发送提醒信息等。
刘春林还举例称，如果出现出大量的车

海口 12345 工作人员接听热线。
辆滞留，
可以通过该平台，
协调一线的工作人
员，
如网格员、志愿者等，
进行针对性的服务，
哪里需要什么，就指挥到哪里去，点对点、人
对人地进行服务。
省交通运输厅运输与物流管理处处长黄
澎介绍，为了让海口市 12345 联动中心具有
海南省春运应急指挥中心需要的全省指挥功
能，他们将全省交通视频会议系统通过专线
与该平台进行连接。该交通视频会议系统与
各市县的公路部门是连接在一起的，可以实
现全省指挥的功能。另外，该平台原来只有
海口市各行各业的数据，他们把交通部门掌
握的民航、铁路、公路、道路、水运、琼州海峡
等有关的数据导入该平台，丰富其系统的数
据，
为研判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持。
“海南春运的主战场是海口，海口是重中
之重，特别是琼州海峡，是关键之关键。
”黄澎
称，
省市两中心合在一起用，
是一举多得的事
情，
可以高效利用这一资源。

我省旅游行业动员部署春节假日旅游工作

守法诚信经营 重视旅游安全
南国都市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田春宇）
11 月 20 日下午，海南省旅游协会召开五届
二次理事会暨表彰大会，现场揭牌成立海南
旅 游 和 文 化 融 媒 体 中 心 。 会 上 对 20172018 年度海南旅游行业先进会员单位及个
人进行表彰，海南 100 家单位分别获得旅游
营销团队奖、旅游人才培育奖、爱心公益奖、
生态魅力奖、开拓创新奖、优秀品质奖、诚信
服务奖、旅游行业功勋奖、最佳组织奖等九大
奖项，60 名海南旅游人获得杰出贡献旅游人
物奖、新锐精英旅游人物奖、旅游扶贫先进人
物奖、优秀旅游服务人员等四大奖项。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孙颖

批示肯定了海南省旅游协会在开展交流合
作、加强行业自律、推动旅游诚信建设、服
务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的积极
作用，提出旅游行业积极参与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的动员，尤其在“规范市场秩序、
开展行业监管、加强行业自律、调解贸易纠
纷”等方面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海南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张会发介绍，
去年我省成立了海南省品质保障专业委员
会，对从全省 13 个市县旅游委 （局） 报来
的 274 家首批放心商家申报企业进行严格筛
查，并发动和增加部分 A 级景区和品牌酒
店，先后经过 3 次筛查工作，确定了首批旅

游诚信放心商家 151 家。
同时，本次会议重点强调部署全力做好
2019 年春节假日旅游服务管理工作，确保
海南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张会发表示，将按
照旅文厅的要求，组织旅游企业积极做好迎
接旅游旺季和春节黄金周工作，做到守法诚
信经营、尊重消费权益、优质规范服务、重
视旅游安全，确保旅游市场稳定有序。尤其
是随着海南旅游和文化融媒体中心的成立，
协会在大数据的运用方面将迈出实质性的一
步，将为会员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营销平台和
舆情把控的服务，让行业与市场的信息变得
透明对称起来。

南 国 都 市 报 1 月 20 日 讯（记
者 王小畅 通讯员 周婧）预计海口
东车站春节期间发送旅客 90 万人
次（日均 2.25 万人次）。春运期间，
针对客流量的增加，海口东站加强
了实名制验证、售票、安检查危等一
系列工作。加强宣传组织工作，尽
最大力度减少旅客的排队时间。同
时，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以
电子数据替代纸质车票，为旅客提
供购票、支付、乘车、变更的全程电
子化服务。

三亚火车站将迎
三大春运客流
南国都市报 1 月 20 日讯（记
者 王小畅 通讯员 胥佳欣）20 日，记
者从三亚火车站获悉，今年春运客
流将以学生流、南下候鸟流、探亲返
乡流为主，预计春运期间三亚火车
站发送旅客 1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其中：普速线预计发送 5 万人
次；环岛高铁预计发送 110 万人。
出岛列车客流重点是北京西、广州、
长春等地区，海南环岛高铁预计去
往海口东、美兰、万宁、琼海、陵水、
白马井、乐东、东方、崖州、凤凰机场
站客流居多。

食品
海口食药监约谈
高风险食品企业
南 国 都 市 报 1 月 20 日 讯（记
者 蒙健）近日，海口市食药监局对
风险系数高的食品生产企业开展落
实主体责任集中约谈，强化食品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意识，部
署春节节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会议要求，参加集中约谈的食
品生产企业要认真开展全面自查，
主动查找分析问题原因。要进一步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隐患
排查、问题整改工作，严防严管严
控食品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