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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春运
期间，我省道路运输行业各部
门、各单位早部署、早安排、合理
组织调度、全面落实责任、强化
监督检查，积极应对降雪冰冻天
气，安全有序地完成了道路旅客
运输组织工作。春节长假期间
（2 月 4 日至 10 日），全省日均投
入客车 2482 辆、8.33 万座，日均
发加班车 9 辆，旅游包车 379 辆，
累计完成客运量 101.85 万人次，
客 运 量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7.13％。其间，未出现旅客滞留
现象，未发生道路运输行车责任
事故。

科学组织运力，强化运输组
织，根据天气变化和客流变化，
科学调整班次，及时组织加班车
运输，确保旅客及时疏运；狠抓
责任落实，强化安全监管，督促
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安全监管职
责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隐
患排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品质
提升，督导汽车站、运输企业全
面落实“温馨春运”举措，为广大
旅客提供安全、优质的运输服
务；加强协作沟通，强化应急处
置，加大与气象等部门的协作，
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应对降雪冰
冻天气，合理安排班次；严格值
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加强信息报送，及时处置各类突
发事件。

为进一步做好春运后半程
运输保障工作，2 月 9 日、10 日，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再次要求各
市州交通运输部门、省交通厅春
运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密切关注
客流变化，超前研判客流量及问
题困难，全力以赴、毫不松懈做
好春运组织、应急准备、运输安
全、道路保畅等工作，确保春运
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 雷洁）昨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
厅获悉，截至2月2日，全省城乡低保提标工作已
全面完成，共发放补助资金 3.09 亿元，惠及全省
37.55万名城乡困难群众。

据了解，全省城乡低保提标后，城市低保对
象补助水平月人均提高 80 元，低保标准达到 580

元/月。农村低保对象补助水平年人均提高 600
元，低保标准达到4300元/年（358元/月）。特困供
养对象基本生活金月人均提高 120 元，供养标准
达到 870 元/月。目前，各地根据省民政厅要求，
已将1月至2月城乡低保金和特困供养基本生活
金全部发放到位，共发放补助资金 3.09 亿元。同

时，各级民政部门全面开展了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排查工作，对生活困难的家庭，结合节日期间的
慰问活动，及时通过临时救助或送温暖活动等方
式加大帮扶力度，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度过一个祥
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春节长
假期间，青海机场公司运送旅客 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西宁机场
运送旅客 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其间，旅客流向主要以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地务工返乡
流、探亲流和旅游客流为主。同时，
西宁至海口、三亚、昆明、北海、哈尔
滨、乌鲁木齐等冬春热点旅游航线
航空出行需求也出现爆发式增长，
部分航点机票紧张。此外，出境游
也迎来了高峰，前往泰国曼谷、柬埔
寨暹粒、越南芽庄等的客流呈现较
大幅度增长。

针对今年春节假期特点，青海
机场公司各机场开展了以“温暖回
家路 共筑旅途情”为主题的新春活
动，欢乐祥和的乘机环境，年货街、
写春联送祝福等活动受到了广大旅
客的喜爱。青海机场公司团委组织
的“青春志愿行 奉献新时代”志愿
者服务活动，在客流高峰协助维持
秩序、帮助特殊旅客以及第一次乘
机旅客快速出行。同时，“便捷出
行”服务产品、“自助值机”“自助行李
托运”“一证通关”等服务功能也为广
大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服
务。另外，各支线机场积极应对特殊
天气，全力做好除冰雪保障工作，确
保春节长假期间旅客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2月4日
至 10 日，我省公安机关针对春节长
假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加快流动、
矛盾纠纷易发多发、大型活动增多、
各种安全隐患和风险增加的社会治
安规律特点，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
和公安部总体部署，统筹做好各项
安保维稳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切实保障治安秩序良好，

确保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和来青游客
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春
节。

其间，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
记、厅长王正升和省公安厅党委成
员分赴全省各地实地检查、督导、走
访、慰问民警和辅警，激励鼓舞士
气，推动各项安保工作落实落地。
省公安厅每日视频调度各地社会治

安状况和公安机关值班备勤情况，
全面掌握各地动态。督察组分赴各
地暗访检查，对各重点部位巡逻组
通过视频点名等方式进行抽查，切
实压实责任。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
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领导下，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 小时值班备
勤、互联网 24 小时巡查制度，切实
强化社会面管控，最大限度把警力

摆上街面，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坚决打击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结合春运安保，突出加强公交
车站和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等
重点部位巡逻执勤，用实际行动守
护百姓平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同时，公安交管部门出动
路面执勤民警 6334 人、车辆 1502
台，启动交警执法站 20 个，设置临

时执勤点 6 个，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4589 起。克服春运高峰与降
雪降温恶劣天气叠加等不利因素，
全力保障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据统计，春节长假期间全省刑
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11.61％、治安类
警情同比上升 9.24％、交通事故类
警情同比下降12.13％。

我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春节长假期间

2月4日是农历的大年三十。高
墙电网的肃穆中，大红灯笼和闪亮的
彩灯在寒风中摇曳生姿，为监舍楼增
添了节日氛围。一场迎新春联欢会，
在张灯结彩的监狱礼堂拉开帷幕。

“我们在大年三十举办联欢会，
一是为了帮助服刑人员缓解思家念
亲之苦，培养感恩意识，激发改造动
力。二是为了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维
护监狱安全稳定环境，让服刑人员共
享改革开放丰硕成果，践行‘五大改
造’新格局。”青海省西川监狱副监狱
长袁国庆向记者介绍。

服刑人员在民警的帮助和指导
下，准备了7个节目，其中6个是他们
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作品。

服刑人员黄超（化名）说，“我们
很多人是因为不懂法，才触犯了法
律，所以大家在服刑期间不断学习法
律知识。”2016年，黄超因犯诈骗罪被

判入狱。
从工作区到生活区，节日的氛围

越来越浓。大灯笼、小灯笼，连成串、
穿成排挂起来，每扇大门上都贴着对
联。

“这些对联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黄超指着灯笼说：“这些灯笼也是我
们挂上去的。”

除夕夜，监狱为服刑人员发放了
水果、糖、瓜子、花生，食堂还准备了
饺子。民警说：“外面咋过年，我们就
为服刑人员营造同样的春节气氛，这
能调节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我们亲
情帮教的一部分。”

联欢会开始，民警精心编排的舞
蹈《吉祥如意颂》为服刑人员送上新
春祝福。民警与服刑人员同台演奏

《故乡》，服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热闹非凡、
掌声不断，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联欢会现场，趣味横生、颇具深意的
“包饺子”“红运当头”等互动游戏，让
服刑人员乐开怀。

联欢会既有笑点也有泪点。当
现场大屏幕播放出亲人的拜年视频
时，全场的人都沉默了。

龚文（化名）入狱时，孩子只有两
岁，如今，孩子已经8岁了，常年在广
东省居住。面对镜头孩子说：“爸爸，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早点回
家，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吃一顿团圆的
年夜饭”。

视频里，服刑人员马成（化名）的
亲人挤满了一屋。马成的父亲宽慰
儿子：“你在里面好好改造，好好学
习，注意身体，争取早点回家，我们努
力挣钱，等你出来给你买套房子，再
娶个媳妇。”亲人们面对镜头，强忍着
泪水，不断嘱咐马成不要担心家里，

好好改造，注意身体，开心过年，一家
人齐声祝福马成新春快乐。

亲情的温暖，使服刑人员心里涌
动着感动和感恩，也涌动着忏悔和自
责。

在最无助的人生路上，亲情是最
持久的动力。“亲情帮教”是省西川监
狱“三位一体”帮教体系中的一种形
式。为了让服刑人员安心改造、稳定
情绪，监狱挑选出 30名服刑人员，联
系其亲属通过微信发送寄语及祝福
视频，民警精心制作后现场播放，最
大限度地为服刑人员提供与亲人接
触、交流的机会，实现“攻心治本、亲
情转化”。

春节长假期间

全省道路旅客运输
平稳有序

我省全面完成城乡低保提标工作
惠及37.55万名困难群众

高墙内的欢乐除夕夜

春节长假期间

■本报记者 张小娟 邢鹏 通讯员 赵智前

我省机场
运送旅客9万人次

春节长假期间，海东市平安区梦翔文化培训中心的师生组成文化小
分队，深入武警海东支队基层中队巡回演出。

本报记者 邢鹏 通讯员 杨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