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
屯昌到琼中只要20分钟

阳光下，青山绿水间，屯琼高速蜿蜒
前行，好似横卧在繁茂绿林间的一条长
龙，张扬着强劲与阳刚。

“以前从海口到琼中要开3个小时，
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特地从海口赶
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何师傅将车停
稳后兴奋地说，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驾
车往来于海口与中部各市县之间。屯昌
至琼中原来要走1个多小时，如今只要
20分钟即可抵达，真正实现了“直来直
往”。

亮点1

屯琼高速驾乘体验三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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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林玥）
5月28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贾志鸿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为全省2000
多名检察人员上了一堂“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党课，强调全省各级院党员领
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从
严治党的要求上来，按照政治过硬、业
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的要求，
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
课上，贾志鸿归纳了当前我省检

察队伍中存在的6个方面的“不严不
实”突出表现。

贾志鸿强调，全省检察人员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
部署上来，争做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的好党员、好干部、好检察官。要坚定
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在政

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
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
考验；要坚守法治信仰，严格公正司
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规范司法行
为，决不能为利益驱动办案，更不得以
案谋私、以案谋钱，办关系案、人情案、
金钱案；要牢记根本宗旨，始终做到司
法为民。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影
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积极参与

社会治安治理，继续深入开展查办和
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
职务犯罪专项工作；要强化责任意识，
弘扬担当精神。在现有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检察辅助
人员分类管理工作，全面铺开检察官
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努力创造出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司法体制
改革贡献海南力量。

省检察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强调

坚守法治信仰 严格公正司法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黄叶
华）5月27日下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全院干警大会，省高院党组书记、院
长董治良为全院干警讲授“三严三实”专
题党课，直陈海南法院系统存在的12种

“不严不实”表现，要求全院干警以高标
准、严要求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深入对
照查摆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做忠诚公
正干净担当的好法官、好干部。

董治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三严三实”要求，是领导干部执好
政、用好权、做好人的基本规范，是加
强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
要依循，也是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的内在要求。

对照“三严三实”要求，董治良深
入查摆了海南法院系统存在的12种

“不严不实”表现。
董治良强调，高院党组是高院机关

的大脑，高院中层领导干部是高院机关
的脊梁。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为我们的大脑和脊梁提供了一个“补
脑”、“补钙”的有利契机。我们要把开
展专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党
组成员要以身作则，带头查摆解决“不严
不实”问题，纪检组、监察局、办公室重点

负责抓好对专题教育查摆出来的“不严
不实”问题进行督促落实，积极提供正反
面教育素材，丰富专题教育内容，结合司
法巡查、审务督察、干部协管等工作，强
化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把解决“六难三
案”问题和违规过问案件、徇私枉法、司
法腐败等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进行重点
整改，努力营造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
法清明的法院政治生态。

省高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强调

营造清正廉明的法院政治生态

教育进行时三严三实

本报海口5月 30日讯（记者张中
宝）今天上午，备受房地产业界关注的

“为幸福而来”——幸福汇商家联盟成立
大会暨滨海·幸福里项目开盘盛典在海
口启动，该联盟是合甲地产发起、基于互
联网营销大数据独立运作的微信商家联
盟平台，目前已涵盖500多个商家及上
万名消费者，形成了“互联网+房地产”
跨界融合的营销运作模式。

据介绍，幸福汇商家联盟已拥有涵
盖餐饮、美食、购物、娱乐、电影、酒店消
费等500多个商家，以及上万名高粘合
度、高消费力消费者的共赢营销平台，搭
上“互联网+”的快车，试图在未来的地
产行业转型升级中占领先机。

在该联盟的成立的同时，20万平方
米城央海景豪宅——滨海·幸福里开始
全城公开发售，这是今年《海口港秀英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出炉后，该片
区内在建的高端地产纯住宅项目，也是
合甲地产继成功开发南海·幸福城之后，
倾力打造的优质城央项目，该项目以优
越的区位、创新的户型设计以及高性价
比的产品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幸福汇商家联盟
海口成立

本报海口5月 30日讯（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龚晓明）今天上午，首届中国
（海南）创新创业与天使投资高峰论坛在
海口举行，国际知名投资人、省内外知名
民营企业家、创业者、创业园代表等参
会，并进行了投融资交流洽谈。

此次活动由省社科联指导，省创新
创业研究院、海口市工商联（总商会）主
办，目的旨在掀起新常态下我省创新创
业与天使投资的新高潮，落实“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经济发展“双引擎”。

海口市工商联主席、海南金鹿集团董
事长叶茂说，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我省创新创业环境
还不够成熟，创业者多面临资金缺乏、经
验不足等困境，因此，主办方积极策划组
织这样的活动，一为创业者搭造融资平
台，提供成功经验，二是希望营造出全社
会支持创新、鼓励创业的良好氛围。

论坛期间，天使投资人、风投机构、银
行、企业、创业项目负责人等零距离对话，
分享了民营企业成功发展的经验，新加坡
IDM创业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Roder-
ick、海南双成药业董事长王成栋、海南龙
泉集团董事长符史钦、海南省创新创业研
究院院长李伟铭等还分别作了精彩发言。

我省首届创新创业
高峰论坛海口举行

本报万城5月30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黄
良策）“航拍出的万宁，美得像幅画。”网友“天健”
看着航拍器拍下的绿色万宁，不禁感叹道。28
日-29日，《共同呼吸行走万宁》新媒体走读万宁
活动启动，来自阳光岛社区等多个媒体共30余人
的采风团通过以微博、微信、社区发帖、专题报道
等形式，展现不同视角下的万宁。

在文通村，当地黎族阿姐的舞蹈表演吸引了
摄友们的眼球，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把美好的画
面拍摄下来。行走在这个具有黎族特色的村庄可
以看到，村中星罗棋布的民居里点缀着多种甘工
鸟图案和民族图腾。

建设面积达600余亩的三角梅主题公园，更
是让摄友们手中的相机快门停不下来。“希望通过
我们的镜头，把这里的美展示出来，吸引更多游客
来这里。”资深摄影师苏楚雅说，采风团成员将通
过亲身体验，推广万宁市乡村旅游特色景点和农
庄，提升万宁旅游的竞争力。

美丽万宁迷醉
资深摄影采风团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周晓梦
特约记者 陈涛

今天，中部地区沸腾了。人们怀着
无比喜悦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
了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屯昌至琼中高速
公路通车及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开工庆
典。

“今天可说是‘双喜临门’，屯琼高
速开通和琼乐高速开工，标志着我省
奏响了高速公路建设高潮的序曲。这
是省委、省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鼎
力构建‘田’字型高速公路路网主骨
架、加快完善互联互通立体交通运输
体系的大手笔。”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
宪曾说。

高速公路向中部延伸，将拓开一条
富民之路，崛起之路。路似彩虹，绽放一
束束耀眼的光芒；路如琴弦，演奏一曲曲
和谐发展的乐章。

着眼大局
打造互联互通快速通道

在经济新常态下，扩投资上项目仍
然是海南稳增长的关键动力。

加快海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是省委、省政
府着眼海南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省委书记罗保铭多次指出，基础设
施完善之日，就是海南经济腾飞之时。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多次强调，
要全面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
构建“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建设陆、海、
空互联互通、无缝衔接的立体交通体系。

董宪曾坦言，目前全省“田”字型高
速公路网络主骨架尚未形成，与国际旅
游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加快推进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海南迫切需
要构建完善大交通运输体系。

海南交通正酝酿大变局。董宪曾表
示，今年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将好戏连台，
继琼乐高速公路开工后，下半年还将陆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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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项
目，三条高速公路总里程357公里。

借路聚财
铺平中部崛起之路

要想富，先修路。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是我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招活棋。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孙喆
对此感触颇深。她说，琼中是中部地区
的重要交通枢纽，屯琼高速的开通，意味
着琼中将迎来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琼中
将纳入省会海口一小时经济圈，信息流、
资金流等将大量涌入，带旺琼中人气，为
琼中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热切期待琼乐高速早日开通，

因为乐东将是最大受益者，能破解乐东
交通不便瓶颈，为乐东县域经济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乐东黎族自治县县长王大
辉对此感触颇深。

王大辉说，交通不便使乐东显得偏
远，开车从乐东到海口至少要走4小时，今
后高速开通后，车程将缩短至两小时左右，
真正打通乐东沿海、山区的快速通道，加强
乐东与外界的联系，乐东将借路腾飞。

保护生态
打造绿色高速路

平坦、舒适的屯琼高速公路穿行于
中部地区青山绿水间，公路两旁景色美
不胜收，花红树绿，山清水秀，一条绿色
之路、生态之路正在脚下延伸，令人尽享

“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的惬意……
中部地区是我省的生态之肺。中

线、横线高速将穿越我省中部生态保护

区，如何处理好公路建设与生态保护问
题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最大限度保护生态是我们建设高
速公路遵循的原则。”董宪曾说。据董宪
曾介绍，高速公路项目在前期工作中本
着“安全、环保、舒适、和谐”的设计理念，
建设保护并重，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使公
路与中部山川、沟谷、河流等自然景观相
融合，着力打造绿色高速公路。

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处长王风说，
为保护中部生态，公路设计部门顺应原
有的地势地貌开展公路设计，做到宜桥
则桥，宜隧则隧，在跨越生态敏感区时适
当增加桥隧比，尽量减少对原地形地貌
的破坏，保护中部生态。

未来的”一纵一横“两条高速公路犹
如两条珠链，将沿线散落的自然和人文
景点串联起来，成为展示海南中部及中
南部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的通道。

（本报营根5月30日电）

海南全力打造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体系

中部坦途势如虹

一版延伸

◀上接A01版
刘赐贵指出，今后一个阶段，征地拆迁等前期

工作是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重点，任务相当繁重、
责任相当重大，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建设
人民的致富路。沿线市县要在省直部门的配合指
导下，认真研究方案，讲求方式方法，做到准备充
分、方法得当、措施得力，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后
续生产生活问题。对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的老实人，要厚待一分，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但对无理取闹、抢建抢种、借机揩油的，要坚决打
击，不能让占一点便宜。把征地拆迁的过程变成
帮助农民增收的过程，让高速公路真正成为老百
姓的奔小康之路。要高度重视建设工程质量，杜
绝层层转包，一旦发现坚决清理出海南市场。

刘赐贵反复强调，这3条高速公路，对推进国
际旅游岛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当地
百姓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一定要
以高度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以真抓
实干的实际行动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回应沿线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要严格廉洁
自律，在项目中锻炼干部、考核干部，建设廉洁之
路。要强化党纪政纪约束，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齐心协力做好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将“三
严三实”教育的成效体现到实践工作中来。要通
过科学规划严守生态红线，把交通建设和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高速公路出
口与风情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奔小康的特
色产业结合，充分发挥交通设施建设的综合效益。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持座谈会并
就落实会议精神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市县、各部
门充分认识到3条高速公路对海南的先导性、基
础性、战略性意义，落实责任担当，勤奋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严管严查各类资金的使用，齐心协
力、保质保量、优质高效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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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A01版
才能更好地激发我省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力。

培育新产业，激发新活力，需要牢牢抓住“互
联网＋”战略机遇，抢抓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经济
新常态下，国务院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引领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对我省而言，能否抓
住“互联网+”战略机遇，关系到我们能否加快结
构调整，能否实现动力转换，能否抢抓未来产业发
展的制高点。培育新产业，激发新活力，需要我们
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不断加快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各行业的深度融
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海洋产
业、现代服务业等，积极发展科技研发、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大力推动以互联网相关产
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发展。

培育新产业，激发新活力，需要不断深化改
革、创新管理，不断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有
利条件。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全力以赴保增长，坚
定不移促创新，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积极开展
商事登记改革等体制机制创新，极大提高了审批
效率，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同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税收、投融
资扶持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
新等，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
境。只有在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载体培育和创新
环境营造上有所突破，才能引领广大企业主动契
合创新引领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找到现代企
业发展的战略出路。

抢抓“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
在创新方面下足功夫，更加关注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的发展，是当前保持经济增长的急务。让
我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抓好当前的经济工
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而奋斗。

培育新产业 激发新活力

道路
昔 老国道路面狭小、沿途

村镇路口多，混合交通问题严
重，汽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在
一条路上跑，有时甚至还会窜出
牛羊等牲畜

今 屯琼高速公路在隧道进
出口处、长坡路、部分弯道等外
侧标线采用振荡标线，起到减
速、弯道防滑、雨夜反光、振动提
醒的作用，避免事故发生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孙婧）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三亚国际车
展第九届展会，将于6月11日至14日进
行，期间有31家车商携王牌产品亮相。
其中三亚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
前透露，宝马为车展特供13台特价车，最

高降12.39万元，还带来MINI五门版和
创新BMW2系列运动旅行车两款新品，
同样为展会提供9.2-9.5折的独家优惠。

据悉，宝马在展会上推出的MINI
新一代五门掀背版车型，车身尺寸和后备
箱容积都要比三门版大，具有更强实用

性，市场指导价格为19.5-33.9万元；而另
一款新品，创新BMW2系列运动旅行车
同是BMW家族的入门级车型，整车风阻
系数仅为 0.26，堪比 BMWi8，在欧洲
NCAP碰撞测试中获得最高安全评级。

“宝马这次参展最大的亮点是带来

了 13台特价车型，最高优惠 12.39 万
元。”粤宝公司市场部代表刘圆圆表示，
特价车已是史无前例的抄底优惠了，不
仅如此，凡在车展现场订车的客户，都将
获赠价值 1 万元的宝马精品和价值
8000元的全车镀晶膜。

13辆特价宝马最高让利超12万元

举办时间：2015年6月11日至14日每日9时至19时

地 点：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国际会展中心

购车热线：13307677355

参展品牌：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一汽丰田、东风日产、启辰、东风本
田、纳智捷、上海大众、别克、雪佛兰、东风悦达起亚、进口起亚、北京现代、东风
标致、马自达、斯柯达、福特、东风风神、长安轿车、风行汽车、九龙汽车、三菱汽
车、长城汽车、比亚迪、吉利帝豪、海马汽车、郑州日产、江铃汽车、东南汽车

关 第九届三亚国际车展注

温
馨
提
示

屯昌至琼中交通
今昔对比

车 型 指导价 优惠金额 折扣后价格 促销台数
BMW Z4 20i 领先型 58.3万 9.3万 49万 2台

BMW 528i GT 73.8万 11.07万 62.73万 1台
BMW 520i（进口） 45.7万 6.85万 38.85万 1台
BMW 116i 领先型 26万 5.2万 20.8万 1台
BMW X3 20i领先型 49.4万 4.45万 44.95万 1台
BMW X4 28i M运动 64.8万 6.48万 58.32万 1台
BMW X1 20i四驱 39.8万 7.16万 32.64万 1台
BMW 520Li 典雅版 43.56万 6.53万 37.03万 2台

BMW 535Li 领先版 68.86万 12.39万 56.47万 1台
BMW 320i 时尚 33.3万 5.33万 27.97万 1台
BMW 320i Dakota真皮 34.55万 5.53万 29.02万 1台

车展“放价”特价车型

制
表/

许
丽

时间

昔 1个多小时
今 20分钟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陈涛

路程短了、时间少了，是屯琼高速
公路做的“减法”，而在行车安全和道
路整体建设方面，屯琼高速则做了许
多“加法”。

“在进出新平、加章隧道时，我发
现当轮胎压到行车道外沿线时有很明
显的震动感。”何师傅说着自己在高速
公路上发现的小细节。而这一设计正
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屯琼高速公路隧道的灯光也
彰显安全理念。隧道内既有橙色

的灯光，也有白色的灯光。在隧道
进出口段用加强照明即橙色灯光，
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入隧道后的
适应时间。因为隧道内部的光线
比外部的光线低很多，加强照明之
后，与外界的亮度差别就小一些。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减缓进入隧道
的“黑洞效应”，有利于车主的行车
安全。

何师傅发现的一个个细节让他
感到惊喜。

美
沿途山水景观迷人

如果说安全舒适是屯琼高速公路的
“内在”，那么沿途的景色则是她迷人的
“外表”，驱车行驶在屯琼高速公路上，宛
如进入一幅生态水墨画——

道路两旁的橡胶林、槟榔林随风缓
缓摇曳；路基边坡上的乔灌植被长势正
好；拐过弯道，青翠的群岭随即撞入眼底
……

这是一条迷人之路，更重要的是，这
是一条承载希望的路。

（本报营根5月30日电）

稳
细节设计让行车更安全
亮点2 亮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