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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29公里，总投
资约 117亿元，预计 2018
年建成通车，主线起点
顺接中线高速屯琼段，
经毛阳、万冲、抱由、千
家，终点位于乐东利国
镇以东，设计速度 100公
里/小时

全长 46 公里，总
投资 34 亿元，于 2012
年开工建设，采用全封
闭、全立交的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速度 100公
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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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梁振君）西环高铁项
目正加速推进。省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月底，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200亿元，占总投资的
74.7%。其中，今年以来完成投资超过49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70%。项目将于今年底建成通车。

自2013年9月全面开建以来，西环高铁建设进
展顺利。据海南高速铁路公司不完全统计，西环高铁
在施工现场的建设者达8万余人，加上电力等相关部
门以及征地拆迁安置、道路基础等工作人员，高峰期至
少有10万人奋战在西环高铁沿线。截至4月底，西环
高铁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97%，涵洞工
程完成99%，隧道工程完成97%，轨道工程完成59%。

西环高铁北起海口，途经澄迈、临高、儋州、昌江、
东方、乐东，接入三亚，全长345公里。全线拟设车站
16个，其中新建车站14个。

西环高铁累计完成
投资超200亿元
今年底建成通车

本报营根5月30日电（记者彭青
林 周晓梦）今天，我省立体交通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线高速公
路建设有重大进展，屯昌—琼中高速
公路开通，琼中—乐东高速公路开
工。琼中地处海南岛中心，将成为我
省陆地交通的中心枢纽，是促进中部
地区发展、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战略位置。在这个特殊时
间、特殊地点，省政府今天上午在这里
召开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座谈会，研究
部署推进今年内将陆续开工的琼中—

乐东、万宁—洋浦、文昌—琼海3条共
计358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省长刘
赐贵在会上强调，要紧紧抓住发展机
遇，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把
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扎实推进
好高速公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优质高
效地打造3条精品路、民心路、示范
路，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省交通厅在会上汇报了 3条高
速公路项目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
作计划，省直有关部门、沿线市县和

相关单位围绕项目建设的各个具体
问题进行了交流发言。刘赐贵认真
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插话交流，共
同研究探讨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重点、
难点，深入分析项目资金、用地储备、
审批手续、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建
设工程质量、廉洁自律、规划责任等
6个方面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明确
工作要求。

刘赐贵说，以琼乐高速公路今天
开工为起点，3条高速公路都将在年内
开工建设，这体现了中央对海南建设

的关心支持。各有关部门、市县主动
作为、提前介入，克服了许多困难，在项
目资金及用地筹措、审批立项这两方面
的关键要素上实现了超常规的工作进
度，体现了改进作风、简政放权、提速提
效的成果，为确保3条公路按时开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各单位、市县要继续发扬时不我待的精
神，落实马上就办的要求，以雷厉风行
的作风，充分发挥工作潜力，在推进3
条路的建设当中实现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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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在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以高度责任感全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优质高效打造精品路民心路示范路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5月29日下午就健全公共安
全体系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
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
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扎实
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努力为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
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学习会上，杨焕宁、陈晓华、李立
国、杨栋梁、毕井泉先后发言，他们结合
本部门工作谈了公共安全面临的形势、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
取了他们的发言，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
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强调，公共安全是社会安定、社
会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安居乐
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
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出食品
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
会治安防控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任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公共
安全立法、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的要
求。党和国家把维护公共安全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各
地区各部门按照这些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公共安全

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我们要安而不
忘危、治而不忘乱，增强忧患意识和责
任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任何时候
都不能麻痹大意。维护公共安全，要坚
持问题导向，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入手，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公共安

全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补
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
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不断提高公共
安全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抓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总体思路，一手抓
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
工作，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优化公
共安全治理社会环境，着力解决影响社
会安定的深层次问题。要切实提高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更大力度抓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把确保质量安全作为农业转方
式、调结构的关键环节，让人民群众吃
得安全放心。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固树立切实落实安全发展理念
■ 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产管并重，严
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 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
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陈建友）记者从海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今年1-4月，该局共受
理离岛免税进口商品报检1584批次、货
值2.5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1.02%
和55.76%，其中咖啡、婴幼儿奶粉、空气
净化器等离岛免税新增商品入境申报
13批、25.98万美元。

期间，该局完成离岛免税商品检验
检疫1140批、1.0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80.95%、17.8%。检出不合格商品77
批、291.56 万美元，分别增长 1.32%、
15.28%。检验检疫机构实施监督销毁
不合格商品4批、0.38万美元。

今年前4月

我省口岸进口免税
商品超两亿美元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周照
骊）记者今日从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获悉，
该保护区海南长臂猿家族新添一只幼猿，至此，保护区
海南长臂猿种群总数上升至25只。

该保护区监测队员李文永于今天上午8时30分，
在小斧头岭拍摄到A群一只雌性海南长臂猿抱着一
只刚出生的幼猿，初步判断，幼猿刚出生2-3天，有了
这只幼猿，A群长臂猿增长至7只。

海南长臂猿家族
又添一新成员

本报老城5月30日电（记者梁振
君）海南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如火如
荼。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15年中小企
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会获悉，目前海南
已有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7家、新三板
挂牌交易企业4家、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企业58家。

另外，我省IPO后备企业资源已达
100余家，新三板后备企业资源30多
家，2014年直接融资规模达305亿元。

海南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火热

IPO后备企业资源
已达100余家

本报营根5月30日电（记者侯小
健 周晓梦 特约记者陈涛）“屯昌至琼
中高速公路通车，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
开工。”今天上午9时，随着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发布开通开工令，
全场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兴奋和喜
悦写在脸上。“琼中终于通高速了，这
可是我们多年的梦想！”亲眼见证激动
人心一刻的琼中营根镇升坡村委会升
坡村村民王琼英心里乐滋滋的。

人们有理由兴奋，因为全长46公
里的屯琼高速通车后，海口至琼中车程
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今天开通和开工的高速公路是
我省构筑‘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
的重要举措，目的是构建互联互通的

快捷公路网，为海南长远发展提供强
劲引擎。”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曾
说。

屯琼高速公路全长46公里（其中
屯昌境内24.9公里，琼中境内21.1公

里），沿途建21座大桥、13座中桥、3座
分离式立交、两座隧道、4处互通立交。

随着海屯高速、屯琼高速的相继
建成，中部地区告别了不通高速路的
历史。得知屯琼高速通车的消息，琼

中许多群众自发前来争睹通车庆典。
“屯琼高速开通对我们百姓来说是大
喜事，今后我们出入更加方便、快
捷。”琼中湾岭镇乌石村委会里佳村
村民陈振鹏脸上溢满笑容。

另悉，今天开工的琼乐高速公路全
长129公里，总投资约117亿元，是海
南建省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

据悉，今年我省交通重点项目建
设将有大动作。下半年，我省将开工
建设文昌至博鳌高速公路及横线万宁
至儋州至洋浦高速公路，今年开建的
三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与现有的环
岛高速公路构筑起“田”字型高速公路
网，形成互联互通的快捷公路网。

(相关报道见A02版)

屯琼高速通车 琼乐高速开建
海口至琼中车程由3小时变1小时 琼乐高速预计2018年建成通车

雌性海南长臂猿抱着一只刚出生的幼猿。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供图)

“童星加工厂”
真能培养出童星吗？
——别让家长“造星梦”坏了孩子童真

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

A05版 世界新闻

A04版 时事周刊

■ 本报评论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经济发展怎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

“活水”，从而稳定增长，长盛不衰？经
济下行如何才能逆势而上保增长？从
实践看，不断培育新的产业，不断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能给经济发展带
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就能让经
济保持稳定的增长。

4月份全省经济企稳回升，既是省

委、省政府对经济发展形势科学研判、
精准施策的结果，也得益于广大市场
主体立足优势、趋利避害、积极作为。
这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有毅力、有定
力、有魄力，不断培育新产业，激发发
展新活力，就能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
动权，就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培育新产业，激发新活力，需要优
化经济结构，挖掘增长潜力，拓展发展
空间。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有利于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

新增长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我们要在巩固传统产业，尤其
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不断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海南经济发
展正迈入新常态，海南产业结构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在分化中
孕育和成长，日益成为新常态下海南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只有不断地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深层次的调结构、
转方式、促创新， 下转A02版▶

培育新产业 激发新活力
——二论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美国将古巴从“支恐”黑名单中去除

美古有望
下周宣布互设使馆

5月30日，屯琼高速正式通车。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