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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小健

今日晴好，“醉”美西环，走起！
疾驰的动车过田野、跨大桥、穿隧

道，一路南下。坐在动车眺望窗外，展
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

西部田野林海、秀丽山川惹人醉。
澄迈福山的果园，临高、儋州的橡

胶林、桉树林、甘蔗，昌江的木瓜、玉米
基地，东方、乐东连片的大棚瓜菜基地、
香蕉园及槟榔园…… 一派绿意盎然的
景象，一条景观长廊在延伸。

动车快速如飞，窗外美景掠过。只

见一道道碧绿的江流，静静地流过海南
岛西部旷野，文澜江、北门江、珠碧江、
昌化江……波光粼粼，碧波荡漾，与周
边的青山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

在乐东尖峰路段，向左眺望，透过
淡淡薄雾，可尽赏高耸入云的尖峰岭秀
色，山峦起伏。

在白马井、乐东九所及临近凤凰站
路段，透过车窗，远眺蔚蓝色的海景，海
天一色，渔帆点点，海鸥翱翔……

车入东方，远远望去，可见一排排
风力发电设施散落于海边。

走马西环沿线，一幢幢造型别致的

小洋楼和特色民居掩映在金黄色的田
野和绿林之中，一个个独特的风情小镇
尽收眼底……

西环沿线的14个新建站点也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在西环高铁福山镇站，
远远望去，一座崭新的白墙红瓦的火车
站房拔地而起，独特的建筑造型，配以
缤纷色彩，与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
镇交相辉映，为风情小镇再添一道亮丽
风景。

中铁二院海南铁路项目总工蒋朝
阳说，西环高铁站房设计结合当地人
文、环境特色，做到“一站一景、特色鲜

明”。如尖峰站体现了尖峰岭国家森
林公园自然优美的热带雨林特色、崖
城站揉合了千年崖城古城的文化底
蕴、乐东站则充分展现了黎族风情特
色、棋子湾站则如沙滩上散落了洁白
如玉的棋子、凤凰站则与凤凰机场风
格遥相呼应……

动车疾驰如飞，美景触手可及；人
坐动车上，如在画中游。

345公里的旅途，近两小时的车
程，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一次舒心畅快
的生态之旅、环保之旅、和谐之旅。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

山峦、田野、河流、碧海……构成西环沿线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

动车如链串起美景如珠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侯
小健 通讯员徐武）动车运行平稳，1小
时56分跑完345公里。记者今天随车
全程体验海南西环高铁试运行，感受到
了现代交通的快捷！历经两年多的建
设，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已实现全线贯
通，计划年底开通运营。届时，环岛高
铁将全省东部、西部沿海12个市县连
成一串美丽的“珍珠”，打造“环岛三小
时交通圈”。

今天上午9时20分，本报记者乘坐
的试运行和谐号动车从海口火车站开
出，一路向南开往三亚，全程345公里。

“试运行其实就是模拟正式运营的
动车，车上配备了司机、机械师、客运
员、保洁员、乘警等，所不同的是空载试

运行。”列车长崔静元如是说。
动车司机赖小勇手持操纵台，两眼

注视前方，全神贯注驾驶动车在蜿蜒绵
长的西环线疾驰。

动车穿隧道，过田野，跨大桥，美景
从车窗掠过。记者坐在动车上，感觉十
分平稳，几乎听不到明显的噪声。

疾驰的动车一路向南，9时24分
抵达老城镇站，9时31分过福山镇站，
9时54分驶达白马井站。动车在白马
井站停留约半小时。10时29分再次
启动，向三亚方向挺进。11时46分，
顺利抵达三亚火车站，整个车程116
分钟。

在车上，乘务员、保洁员各司其职，
不停忙碌着。保洁员罗湘华在车厢内

来回走动，打扫车厢卫生。车上数十名
检测人员则收集试运行相关数据，感受
动车运行是否平稳，不时走进驾驶室观
察瞭望，察看动车运行情况。

据参与试运行的技术员介绍，西环
高铁从11月26日起正式进入空载列
车试运行阶段，即按运行试验基本列车
运行图开行空载试验动车组列车，同时
做好设备补强、故障模拟、应急演练等
工作，对列车进行综合性检测，验证行
车组织方式及保障运行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确保设备、人员、规范等均达到高
速铁路开通运营要求。

西环高铁正线全长345公里，沿海
南岛西部沿海经过澄迈、临高、儋州、
昌江、东方、乐东等市县，全线共设海

口、老城镇、福山镇、临高南、银滩、白
马井、海头、棋子湾、东方、金月湾、尖
峰、黄流、乐东、崖州、凤凰机场、三亚
16个车站。分别在既有的海口站和三
亚站与海南东环铁路接轨形成闭环。
该项目于2013年9月全线开工，设计
速度200公里/小时，今年6月底完成
轨道铺设，9月份完成接触网试验和主
体工程静态验收，10月13日开始启动
联调联试。

西环高铁建成后，将与海南东环铁
路连接形成环岛快速铁路通道，构筑起
海南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海南国际
旅游岛基础设施水平，打造海岛“三小
时经济圈”，提升出行效率，助力海南区
域经济发展。

记者随车全程体验海南西环高铁试运行——

116分钟跑完全程，安静平稳

环岛高铁建成开通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11月26日，北国飘雪，海口却温暖如春。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海口（马坡洋）万亩蔬菜产业园内，菜农们正在
抓紧时间种植辣椒等冬季瓜菜。今冬明春海口市冬种瓜菜计划种植面积20万亩，政府安排350万元扶持冬种瓜
菜种苗。截至目前已种植12万亩，备地17万余亩。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陈创淼 摄暖冬作美冬种忙

关注 陵水城市营销旅游地产专场推介

本报郑州11月 30日电 （记者程
范淦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天寒地冻
的河南郑州拂来温暖如春的气息。

“珍珠海岸 美丽陵水”2015 陵水城
市营销暨旅游地产冬季推介活动
内场主题推介会在人气旺的永和铂
爵国际酒店举行，把整个活动推向
高潮。

据统计，11月28日至30日，18家
参展企业吸引了超万人观展，成交房屋
18套，现场成交总金额1920万元。同
时，意向成交267套，成交总金额2.89

亿余元，收获丰厚。
下午3时推介会尚未正式开始，永

和铂爵国际酒店二楼已经挤满了来参
会的嘉宾，由于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
人，会议组织方临时增加了50多个座
位。嘉宾们有的忙着欣赏介绍陵水的
图片、视频资料，有的找到陵水推介组
成员进行咨询。

“我昨天签了意向购房协议，回去
和家人商议，今天就决定过来付定金，
免得夜长梦多。”郑州市民郑先生表示，
陵水太吸引人了，买的是现房，今年春

节就可以过去度假。
“政府搭台，主流媒体推介，品质

企业优惠多，此次展会人气旺，带动了
企业销售量。”富力湾企划代表郭胜
说，在3天的时间里，不但接待了一波
又一波的客户咨询，仅今天公司直接
销售金额就超过上千万元。碧桂园·
珊瑚宫殿的渠道经理谷思瑶也是喜笑
颜开：“今天大概有两三百人前来咨
询，而且多是老业主带新客户，购买的
意愿非常强烈。”

据悉，恒大、绿城、阿罗哈等项目借
此推介平台也推出了多重优惠，吸引了
大量的人气，在现场销售、意向销售等
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了扩大此次推介活动的影响
力，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河南主流媒
体，线上线下，合力推介陵水旅游地产，
为‘珍珠海岸 美丽陵水’摇旗助威。”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媒体运营中心有关负
责人说，今后将不断总结经验，搭设更
优平台，提供最优质服务，助力海南旅
游地产发展。

“珍珠海岸 美丽陵水”2015陵水
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冬季推介活动由
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主办，县房管局、
旅游委等部门以及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除了郑州首站外，还将在12月4
日至6日，12月11日至13日分别走进
唐山、乌鲁木齐。

现场成交18套 意向成交267套

郑州百姓爱上陵水“珍珠海岸”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符发）海南广大经营者注意
了！新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
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新《实施细则》）自2016年 1月1日起
正式施行，其中三种情形可免办营业
执照。

省工商局政策法规处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新《实施细则》亮点颇多，
其中明确规定，凡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
贩，在集贸市场内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
农民，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为解决下
岗职工、残疾人、低收入者等就业以及
为调节临时性、季节性、节假日供求关
系而设置的服装、饮食一条街、早市、夜
市等场所经营的自然人或者家庭。这

三种情形之一，可以免予办理工商登
记，实行备案管理。

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海南实行营业
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
证合一、一照一码”的登记制度；利用互
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应当在其网站
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
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

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对违法失信企业
和个人在招投标、出入境、政府采购等方
面给予限制或禁入等内容。

该负责人进一步告诉记者，新修订
的《实施细则》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登记
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必将充分释放社
会资本活力，激发社会投资热情，极大
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省修订《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三种情形可免办营业执照

本报那大11月30日电（记者易宗
平）从现在起，在儋州也能享受大城市大
超市购物的畅快啦！11月28日，斥资
近10亿元的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一
期开始试营业，这是海南西部最大的现
代商业综合体，集零售、餐饮、娱乐、休
闲、文化、康体等于一体，为居民和游客
提供一站式消费体验。

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基于系列比较优势：一是区
位优势。洋浦大桥已建成通车，“海口至
洋浦一小时交通圈”全线贯通。随着西
环高铁、洋浦—儋州—万宁高速公路、儋
州机场等重点项目建成，集聚效应越发
明显。二是人口优势。儋州有105万
人，加之辐射周边市县，人气旺盛。三是
集团优势。此项目由新加坡MAP商业
集团及旗下三亚夏日百货投资。

据了解，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儋
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推进总投资20亿
元、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商
业综合体项目：2013年至2015年建设
一期工程，2016年至2017年建设二期
工程，2018年至2019年建设三期工程。
项目负责人称，这些项目全部完成后，将
构建购物、商业城、五星级酒店、精品公
寓、高端住宅等全方位商业业态，着力提
升儋州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现代品位。

儋州有了琼西最大
现代商业综合体

关注2015年（第十六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本报定城11月30日电（记者赵优 见习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司玉 黄荣海）尝美食、游乡村、品民
俗。据初步估算，11月27日至29日，2015（中国）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定安分会场三天内接待总人
数39.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0065.6万元。

在众多现场活动中，有一个展位长时间排着长
龙，格外引人关注。“听说可以抽奖到韩国旅游，就过
来碰碰运气。”和家人朋友逛了一圈美食博览会，在
海口工作的叶同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欢乐节抽奖活
动。记者了解到，欢乐节期间，定安分会场每天共产
生8名幸运观众，获取价值3000元的“韩国首尔—
济州岛6日游”旅游券。

与此同时，文笔峰举行沉香品鉴会，飞禽世界举
办飞禽表演及体验互动，仙安乡村休闲大世界开展
寻宝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及本地
市民。

欢乐节分会场人气十足

定安三天揽金过亿元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张中
宝）作为高尔夫球界重要盛会，2015中
国（海南）国际高尔夫旅游文化博览会
（以下简称2015“海高博”）昨天在海口
闭幕，来自国内外数百高尔夫商界精英
汇聚海口。同时，2015国际商界峰层高
尔夫邀请赛也同时收杆，通过展览、会
议、赛事等活动大大提升了今年“海高
博”的国际影响力。

据介绍，2015“海高博”由中国贸促
会海南省委员会主办，海南红帆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海南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等共同承办。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
举办了 13 届，今年“海高博”主要有
2015中国（海南）国际高尔夫旅游商品
展览会、商务推介洽谈会和商界峰层高
尔夫邀请赛等三项活动，以商务合作为
主，通过展览展示、商务洽谈、项目招商、
商务考察、高球赛事等，有力地推动了海
南与相关国家和各省市间的经贸合作。

尤其是在国际商务推介洽谈会上，
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其他省市，
以及日本、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
等其他国家的商务代表前来洽谈和交流
合作。此外，由海南海旅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海南旅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
办的国际商界峰层高尔夫邀请赛则分别
在海口和洋浦举行，有来自境内外80多
名商界选手参加了比赛。

海南高尔夫旅游
文化博览会闭幕

本报五指山11月30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符国楠）今天，2015年（第十六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暨美丽乡村房车露营自驾游体验之旅
五指山站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辆房
车将在翡翠山城开展2天2夜的房车自驾游体验
之旅。

为进一步挖掘和开发优势旅游资源，五指山正
在规划建设南北各两个专业房车露营基地。“房车
露营基地交通方便，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欢迎广
大车友前来体验。”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局长陈键
表示。

据悉，此次体验之旅五指山站还将前往五指山
热带雨林景区赏雨林风貌，在黎峒文化园区探索黎
族文化，并远眺五指山，然后奔赴南圣镇红峡谷漂流
景区，体验惊险刺激的漂流。

60多辆房车
齐聚五指山露营基地

◀上接A01版
理应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
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而努力。

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
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
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我们要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
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
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
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在2016年峰会筹办过程中，中方将同各方一
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
合力，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共同开创
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我期待着明年9月在浙江杭州同各国领导人
见面，共商国际经济合作大计。杭州是一座历史
名城，也是一座创新之城，既充满浓郁的中华文化
韵味，也拥有面向世界的宽广视野。我相信，大家
共同努力，杭州2016年峰会将呈现给世界一份别
样的精彩。

习近平就2016年
G20峰会发表致辞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程范淦）北京春
光集团、华谊兄弟传媒集团两强联手，共同打造三亚
文化会客厅“春光梦想城”。昨天，两大公司在北京
正式签署协议，公布这一消息。

昨天下午，北京春光集团董事长王启春与华谊
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春光梦想城”打造成为三亚文化会客厅、城市
新地标。

据了解，“春光梦想城”（槟榔河商业街）位于三
亚高铁站商圈的核心位置，交通资源优越，是凤凰国
际机场、长途汽运站、高铁站三站交汇的人流必经之
处。占地面积255亩，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该项
目依托三亚文化特色及城市商脉，致力于提升城市
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展示三亚文化魅力，囊括三亚
最具特色的热带风情美食，最真实的民俗体验区，最
富有国际化的创意空间，还有梦幻的4D电影体验
厅、动感的音乐喷泉秀、浪漫的水上画舫、小资的咖
啡酒店……

两大传媒集团联手打造
三亚文化会客厅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见习记者陈雪怡 记
者苏庆明 通讯员刘子涵）今天上午，随着两台拆除
器械的投入作业，三亚市天涯区原武装部片区棚改
项目一栋面积为1800平方米的楼房被拆除，标志着
该片区棚改项目进入验收拆除阶段。

记者从市棚改办了解到，作为棚改样板的原武
装部片区棚改项目，目前已完成征收任务，片区房屋
已基本完成腾空。因该项目房屋现状十分凌乱，项
目指挥部将根据今天的拆除试点情况，合理科学安
排接下来的拆除工作。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117亩，房屋127栋，
改造户数2172户，涉及人口7114人，征收总建筑面
积19.17万平方米，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拆除
工作。房屋征收自10月15日启动后，耗时43天完
成2091户征收任务。

三亚样板棚改项目
进入验收拆除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