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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海南，宽带网络已经成为和
水、电、路一样重要的基础设施。据省通
信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2月底，
海南互联网用户数达到847万户，其中固
定宽带用户为123万户，然而全省宽带速
率高于8M的用户仅占14.13%，互联网
基础较为薄弱，不断增加的社会网络需求
和薄弱的宽带网络基础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宽带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电信等运营商持续加大基础网络建
设投入，展开了一系列的光网改造、提速
以及4G网络建设等行动。

作为本地信息化建设主力军，中国
电信海南公司依托百兆光纤宽带和百
兆天翼4G移动宽带，在全省选取124
个试点小区完成全光网覆盖并已投入
使用。未来，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将充分
发挥光网和天翼4G“双百兆”网络带宽
的优势，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为海南百
姓带来全新的信息生活体验。可以预
见，伴随着“光网智能岛”建设大幕的拉
开，中国电信光网和天翼4G“双百兆”
进村入户，云计算、4G高清全球眼以及
智慧家庭等各类高带宽信息化应用齐
头并进，将为海南人民带来光网的全新
体验。

电信“双百兆”
助建“光网智能岛”

“光网智能岛”助力“互联网+”发展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掀起了新一轮互联网发

展浪潮。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宽带基础网络的持续建设、

提速和应用创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强调要

“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

络速率”。

这一次，海南站在了潮头。省委、省政府于年初相继

提出了“2015年开工建设光网智能岛”以及“加强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搭建开放畅通的全省信息网络，推动各个行

业的信息化水平”的工作要求。

建设“光网智能岛”，是海南省落实2015年国家政府

工作报告要求，把“互联网+”融入国际旅游岛建设，促进海

南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意味着海南宽带发展将开

启新篇章。

全国“两会”闭幕至今仅仅一个月，
“互联网+”已经被纳入国家经济的顶层
设计，并向各行各业加速渗透。李克强
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
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
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
业拓展国际市场”。

据《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
全报告（2015）》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
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
长25%，对GDP贡献约0.8个百分点。
毋庸置疑，互联网信息技术已是引领各
领域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并逐步改变工业、交通、医疗、能源、金融
等诸多领域，这也是国家鼓励“互联
网+”计划的深层次原因，通过互联网与
IT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实现
跨界转型。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后，如火如
荼的宽带建设、发展和丰富应用早已成
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需要的动力
引擎。统计数据显示，至2014年，我国
电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993亿元；新建
光纤线路同比增长17.2%；新增移动基
站比上一年净增量高出2.9倍，总体达
到98万个。正是基于基础网络建设的
大跨步前进，全社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
升，电子商务市场日趋活跃。2014年我
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2.3万亿元，增
长21.3%，网购增长48.7%，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10.7%，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捷。

在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
当下，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宽带
不仅支撑着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信息消费、普惠民
生和经济增长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将在
国家“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的组合拳中发挥重要作用。

宽带成经济发展
和改善民生新引擎

“互联网已渗透到人们经济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产业又是绿色产业，
十分契合海南发展战略和方向，其对人
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尤为深远。”在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来自互联
网领域的参会嘉宾发出这样的感慨。博
鳌论坛年会上的声音表明，积极打造互
联网产业集群，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这是时代赋予海南的良
好机遇。

互联网发展，宽带基础网络建设先
行。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以宽带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发展。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在近日的
调研工作中指出，要把“互联网+”作为

“十三五”海南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
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刘赐贵省
长就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提出了
包括重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十
项具体举措，要求抓住国家实施“互联
网+”战略的契机，立足本岛，面向全球，
做足做好“互联网+”产业发展大文章，
有序促进海南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海南在奋
勇前行。2014年6月，海南省政府颁布
了《海南省贯彻“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意
见》（下称“《实施意见》”），将宽带网络作
为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全面支撑海南
省经济发展和服务民生。《实施意见》提
出，海南宽带网络将更多应用于生产经
营。以“智慧旅游”为例，在景区为游客
提供公共WiFi服务，推动电子行程管
理，实施职能监控与管理，打造一云多端
的旅游信息和咨询服务平台，为游客提
供一站式旅游信息服务。

把握“互联网+”腾飞机遇，海南“光
网智能岛”建设正当其时，将能更好地满
足海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充分发挥通信基础建设在扩内
需、保增长、促就业、推进“两化”融合的
作用。

“光网智能岛”建设
箭在弦上

海南“光网智能岛”
建设正当其时
加快“光网智能岛”建设，是海南站在

“互联网+”风口上顺势而为的必要举措；是
海南调整产业结构，紧抓“一带一路”特别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机遇，加大国际旅
游岛开发开放力度的必然要求；是海南省
委、省政府关注民生推动发展的切实行动。

纵观全球，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作为
信息化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宽带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
中国工程院《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课
题组的研究显示，宽带普及率每提高 1%将
可促使 GDP 提升 10%，宽带速度每提高一
倍，将可促使 GDP 增加 0.3%。国内外的发
展经验都表明，以宽带为基础的互联网对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性作用，是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催化剂
和倍增器。

我们正逐步进入一个以数字化、网络
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刘赐
贵省长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互联网产业是海南生态立省的现实选
择，是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是规
避岛屿型地理条件对传统产业制约的客观
要求。宽带互联网对海南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当前海南宽带用户普及率为 72.79%，
在全国位列第七，普及率可以说已经相当
高。但另一方面，海南信息化水平较内地
发达省份还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区的应
用陷入“信息孤岛”。海南巨大的信息化资
源需求和较为薄弱的信息化基础的矛盾日
益凸显，“光网智能岛”建设显得刻不容缓。

光网建设与信息化应用水平的大幅提
升将为海南产业结构调整铺下坚实的道
路。我们期待，随着“光网智能岛”工程的启
动、建设，在海南，基于更高宽带支持下的互
联网应用深度和广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海南的互联网产业、旅游业、健康医疗以及
热带农业等优势产业将搭上“互联网+”的
快车，畅行于新常态下的“一带一路”。

把握机遇，屹立潮头。让我们共同见
证“光网智能岛”开启海南“互联网+”的全
新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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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逸格）
全光网络和天翼4G全程护航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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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三月三”，不一样的昌江。

“三月三”是海南黎族、苗族人民纪念先

祖、喜庆新生、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

日，也是海南黎族、苗族最主要的节日。4月

21日至23日（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今年的

“三月三”主会场活动将在素称“山海黎乡·纯

美昌江”的昌江黎族自治县举行，以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海南黎族、苗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各民族团结。昌江将力推节庆与旅游深度

融合，打造一场文化美、旅游美、商业美，美美

与共的盛宴。

这是一场文化盛宴。黎祖祭祀庆典活动

肃穆、庄严，让人仿佛重见黎族这个古老民族

的往昔岁月；黎族黎锦技艺比赛和苗族苗绣

技艺比赛，黎锦、苗绣这古老而神奇的手工技

艺令人叹为观止；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保留了

我国新石器时期早期的制陶技艺，堪称制陶

史“活化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

背媳妇、拉乌龟等传统项目妙趣横生而深得

群众喜爱。

这是一场视听盛宴。开幕式暨“山海黎

乡·纯美昌江·激情浓郁三月三”主题文艺

晚会上，独具特色的黎族、苗族的舞蹈、音

乐令人陶醉；原生态民歌对唱中，各市县黎

族、苗族歌手将采用本地代表性的原生态

民间调式，以少数民族语言歌唱，风情浓

郁；此外，“昌江还举办昌化江畔木棉红”全

国摄影大赛、书画奇石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海南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展，展现昌江秀美山川、绮丽民

俗风情和社会发展成果。

这是一场旅游盛宴。“三月三”到昌

江，品黎苗美食，购特色商品。乌烈羊、霸

王山鸡、台湾高山族美食等特色美食令人

食指大动；还可以选购黎锦、黎陶、牛皮凳

等特色商品，作为永久纪念。此外，还有

盛大的旅游欢乐季活动，包括昌化江畔木

棉红、芒果飘香昌江情、激情玩海棋子湾、

群众性游园娱乐等活动。

所有这些，令人充满期待……

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激情三月三
2015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活动在昌江举行

原生态民歌对唱
分舞台对唱和船型屋对唱两种形式。舞台对唱表演采取两

人对唱、多人对唱以及唱、说、逗、跳相结合等多种表演形式，参赛
市县代表队选用具有当地代表性的原生态民间调式，歌曲题材不
限，对唱和对话必须用黎族、苗族民族语言。

船型屋对唱以市县为单位在指定的船型屋内进行对唱，采取二人
对唱、多人对唱、边唱边喝、边唱边跳和互动对唱，及队与队之间穿插对
唱的方式。歌曲题材包括黎族、苗族传统民歌、山歌、新改编民歌等。

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
倒计时：距“三月三”昌江主会场活动 还有 天44

特色商品和美食一条街
设立 150 个展销摊位。邀请台湾高山美食企业 1 家和三

亚、陵水、琼中等共 13 个市县，充分体现商品、食品的多样性和
区域性。展位分特色商品区和美食品尝区，其中，特色商品展
销有花梨、沉香、牛皮凳、黎锦、黎陶等具有昌江少数民族特色
的商品以及其他市县的商品。特色美食品尝和展销包括乌烈
羊、霸王山鸡、麒麟菜糕、燱粑、煎堆、粽子等具有昌江特色的美
食，其他市县特色美食和台湾高山族风情特色美食。

民俗体育趣味比赛游园活动
昌江举办全县民俗体育趣味比赛游园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
叉鱼比赛、背“媳妇”比赛、押加（拉乌龟）比赛、沙地插秧

比赛、沙地种地瓜比赛、赶椰子赛跑比赛、抓鸡比赛、抓猪比
赛等。

奖项多多，奖品多多，15万元奖券等你拿。

黎锦苗绣技艺比赛
黎族织锦技艺比赛由现场比赛和自带作品展示评比两部分

组成。现场织锦比赛，组委会赛前统一发放黎锦样品底部截取图
案，选手要按照样品图案事先织好并带至比赛现场使用。

正式开赛前，组委会展示完整的黎锦样品，选手10分钟内要记住
样本的图案、颜色、款式，比赛正式开始后不得再参考样本。选手必须
在指定区域、指定时间内，在已织好的锦缎底部基础上完成编织。

苗族刺绣技艺比赛跟黎族织锦技艺比赛相似。

织锦培训班黎寨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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