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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李兰芳）今天上午9时44分，
随着D7261/7262次列车缓缓驶出，海
南环岛高铁西段正式开通运营。记者今
天从粤海铁公司获悉，海南环岛高铁1
月10日后运行图敲定，东环最高开行动
车33对，西环最多15对，环岛车日开行
4对。

另悉，因不少乘客想体验首趟动车，
环铁动车客流爆满，首趟动车共售票
590张。

据了解，目前因铁路运行图调整，明
年1月10日前海南环铁运行时刻及开
行动车对数有变，1月10日以后恢复正
常，届时海南环岛高铁运行图计划安排
如下：东环线共开行营业动车组33对
（含环岛动车组经东环线2对），其中日
常开行27对（含环岛车2对），备用线6
对（均为海口东至三亚间）；终到海口站
6对，终到海口东27对（含环岛车2对、
备用线6对）；西环线共开行营业动车组
15对（含环岛动车组经西环线2对），其
中日常开行13对（含环岛车2对），备用
线2对（均为海口东至三亚间）；终到海
口站7对，终到海口东8对（含环岛车2
对、备用线2对）。

另悉，海南环岛高铁利用16组动车
组，日均开行动车组不少于80列（含环
岛动车组4列），每日7：00－23：59间平
均12分多钟从海口、海口东、三亚站始
发1列动车组，动车组开行密度大，可减
少旅客出行候车时间。

西环列车定员645个，全程票价分
三档：海口到三亚（西环线）票价分别为：
特等座230元；一等座204.5元；二等座
128元。

海南环铁开通后，市县间交通往来
更加便捷，从最北的海口市至最南的三
亚市、最东的万宁市至最西的东方市之
间乘坐环岛高铁只需1.5－2小时即可
抵达。

海南环岛高铁明年1月10日后
运行图敲定——

环岛车日开行4对
西环最多15对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侯小
健）西环高铁建设每一步都不容易，省直
机关、西环沿线市县政府、企业、铁路参
建者等都为此付出了努力，使项目得以
按期完工，并在“十二五”末开通运营。
为展示中国高铁形象和一线劳动者、基
层干部群众的时代风采，进一步学习弘
扬“海南高铁”精神，凝聚起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正能量，省委、省政府今天对西
环高铁建设24个先进集体、60名先进
个人以及17名省劳动模范、海南省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海南省三八红旗手进
行了表彰。

据了解，今天受表彰的包括海南高
速铁路有限公司、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海
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24个单位，以及
周普华、王华、邢孔丰、蒋朝阳等60名先
进个人。

西环高铁自2013年9月底全线开
工以来，海南省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科学规划、着
眼长远、精心施工，不断为国际旅游岛建
设创造更有利条件”的重要指示，戮力同
心，以一天也不耽误的实干，认真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和“三严三实”要求，仅用两
年3个月就高质量、高标准地建成西环
高铁并实现通车。在项目建设中，数万
铁军日夜奋战，抢抓进度，确保质量，彰
显了我国高铁一流建设水平和铁军精神
风貌，地方党委政府敢于担当，狠抓落
实，稳妥高效地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及群
众安置和“三电”及管线迁改工作；沿线
百姓、企业顾全大局，全力配合，全力支
持，使西环高铁项目顺利推进。

我省表彰
西环高铁建设先进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这一刻，注定要载入海南铁路建设史册。
12月30日上午，备受瞩目的海南环岛高铁

建成开通庆功表彰大会在海口火车站站前广场
举行。

天空飘着雨丝，冷风飕飕，但人们心里热乎
乎的，内心激动，群情振奋。

站前广场人头攒动。红色的主席台及
其背景给现场增添了喜庆气氛，映照着张张
笑脸。

普通群众来了，铁路参建者来了，普通旅客
来了，新闻媒体来了……他们带着喜悦，带着笑
脸，就为见证海南环铁圆梦的那一刻。

庆典仪式尚未开始，广场上已挤满了人，人
们不停在主席台前拍照留影。

主席台上大型LED屏幕播放的海南铁路建
设纪录片，让人们读懂了海南铁路史。

历经百年风雨的海南铁路，从无到有，从普
铁到高铁，从半环到闭环，一步步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一条环形高铁，犹如镶嵌在海南岛上的

“珍珠链”。
“10年间，海南高铁从零起步，如今有了环

铁，圆了环岛铁路梦，真的了不起！我没理由
不激动。”省跨海办（铁路办）副主任颜人才一
脸兴奋。

10年间，颜人才见证了东、西环的建设历
程。“每一步都不容易！”颜人才感慨颇深地
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省委、省政府
高瞻远瞩，超前谋划，在东环高铁通车之际，加
紧酝酿西环高铁项目，将其列为“十二五”一号
工程，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在全国
铁路建设陷入低潮时，我省抢抓机遇，化危为
机，扎实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最终使项目落
地。西环是中国铁道总公司成立后开工的首
个项目。

西环高铁建设离不开沿线百姓的支持。
今天一早，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红湖村党
支部委员邢孔丰就赶到了庆典现场，脸上写
满喜悦。

“西环开通了，我们出行更方便了，过去从
乐东坐汽车来海口，至少要三四个小时，现在有
了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邢孔
丰显得十分兴奋。

邢孔丰说，高铁建设受益的是百姓，没理由
不支持。2013年，为支持西环建设，他带头将自
家刚盖不久的两层小洋楼拆了，一家人搬到一
间10余平方米的简易房中，成为全县首个率先
拆掉自己新房的干部。他说：“我是党员，个人
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应该带个好头。”在他
的带动下，很快就顺利完成了村里116.7亩征地
任务。

西环从全面开工到建成，仅用了27个月，
创造了高铁建设“海南速度”，其中凝聚了铁路
建设者的汗水和心血。

海南高铁公司副总工程师罗志权算是海南
“老铁路”，他先后参与了粤海铁路通道、东环、
西环建设，见证了海南铁路发展的每次跨越。
两年多来，负责西环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的罗志
权，先后组织了珠碧江、抱套河特大桥的耐久性
技术研究，与施工企业一道攻克种种技术难关，
确保了西环建设质量。

“环铁今天正式开通，我们感到很自豪，很
有成就感。西环建设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可
说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罗志权说。

西环建设一路领跑，铁军功不可没。他们
用激情和汗水筑就了西部大“银龙”。

中铁四局西环高铁项目经理部6分部书记
孙立本就是西环参建大军的一员。“我今天特别
高兴，因为亲眼见证了西环在我们手上诞生，我
感到骄傲和自豪。”孙立本说。

铁骨铮铮彰显铁军本色，辛勤付出书写别
样豪情。

上午9时44分，随着一声令下，海南环铁
首列列车鸣笛缓缓开出海口站，一路向南，环
岛疾驶……

环岛高铁，承载着希望和梦想，开启了海南
绿色发展的新征程。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戮力同心
环铁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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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走进儋州白马井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2月30日上午，海南环岛高铁建
成开通庆功表彰大会在海口火车站举
行。图为受邀参加仪式的基层少数民族
代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一列动车行进在海南西部田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评论员

一条金项链，串起十二珠。5 年
前东环高铁建成通车，而今西环高铁
建成通车，二者合并闭环，标志着海南
从此跨进了环岛高铁时代，也意味着
海南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西环
高铁是海南“十二五”的收官之作，也
是全国“十二五”期间唯一新批、新建
并开通的铁路项目，更是当今全球唯
一的环岛高铁，不仅圆了海南人民的
百年梦想，也揭开了海南“十三五”的
发展序幕，注定要载入史册。

海南环岛高铁是位于中国最南端
的高铁，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热带高铁
和世界上首条环岛高铁。在常年高温
高湿的热带地区建设高铁，必须要克
服防风防腐蚀等技术难题。可以说，
海南环岛高铁为中国在热带岛屿地区
建设高铁积累了丰富的修筑和运管经
验，并集中体现了中国高铁的先进技
术和高超工艺，已经成为了展示中国
高铁建设成就和国家形象的重要窗
口；对于深化我国铁路与东南亚相关
国家的铁路合作，推动中国高铁走出

去、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环岛腾巨龙，全靠舞者功。环岛
高铁凝聚了各方心血、寄托着百姓厚
望。习总书记为此作出过“要科学规
划、着眼长远、精心施工，不断为国际
旅游岛建设创造更有利条件”的重要
指示。西环高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标准建成通车，离不开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心厚爱和相关部委的鼎力
支持，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
和谋划部署，更离不开10万铁路建设
者“5+2”“白+黑”、一天也不耽搁的拼
搏奋战，以及相关市县领导干部的实
干担当和沿线群众深明大义、顾全大
局的无私奉献。

这是一条低碳、环保、安全、舒适
的绿色快速通道。环岛高铁连接着海
南东西部沿海12个市县形成3小时同
城交通圈，覆盖了全省87%的人口，是
国际旅游岛现代化重大交通设施的标
志，不仅是展示海南生态形象的窗口，
更深度契合了海南绿色崛起的科学发
展理念。作为一条生态和谐高铁，它

节能环保、节地高效、降污降噪、环境
友好；作为一条绿色快速通道，它有着
大容量、快捷、安全、低碳、绿色等特
点；作为一条特色景观长廊，它串联起
了沿线浓厚的地域文化、实践了综合
景观设计的理念。环岛高铁的建成通
车，显著地改善了岛内交通，使百姓和
广大游客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这也是一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黄金通道。作为“十二五”期间
海南单笔投资最大的项目，西环高铁
成为拉动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环岛高铁的建成通车，将极大改
变我省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的历史，带
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入，促
进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旅游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其成为海南新的
旅游热地、投资高地、发展福地。不
仅如此，环岛高铁的建成通车还有利
于缩短沿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
沿海市县的紧密联系和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加快我省城市化进程。

这更是一条提升海南人民民生福
祉的幸福通道。环岛高铁的建成通
车，标志着我省“十二五”的完美收官，

更为海南“十三五”的飞速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环岛高铁不仅有利于改善
西部地区交通条件，方便百姓、游客快
捷出行；也有利于整合、统筹全省资
源，推动沿线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
会，提高居民收入；还有利于补齐发展
短板，整体提升海南在区域经济中的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助力海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基础设施完善日，正是经济腾飞
时。于海南发展而言，环岛高铁就像
是一个“风火轮”，脚踏“风火轮”，发展
更神速。随着环岛高铁的建成通车，
海南现代化交通日趋完善，海南经济
发展也将昂首阔步地迈入“快车道”，
不断提挡加速。只有充分发挥“高铁
效应”，加快环岛高铁经济带建设，才
能使之成为拉动海南经济发展的火车
头，为海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了强力引擎；也只有大力弘扬“只争
朝夕、真抓实干、拼搏奉献、团结协作”
的海南高铁精神，才能凝聚起了全省
上下合力攻坚、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正能量，不断
为绿色崛起、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载入史册的日子

梦，圆了。
这个梦，是海南的环岛高

铁梦，也是海南百年铁路梦。
五年前的今天，海南东环

铁路建成开通；五年后的今天，
海南环岛高铁西段正式开通运
营，东、西环顺利“牵手”，终圆
海南环铁梦。

一条巨龙，环绕东西，贯通
南北，穿越广袤田野和椰风海韵，
构筑了海南又一条交通大动脉，
构筑起快捷的海南立体交通体
系，实现全岛互联互通，为海南绿
色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省跨海办（铁路办）副主任
颜人才表示，环岛高铁是我省“十
二五”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是“十二五”收官的献礼工程，它
将构筑起海南交通新格局，为海
南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也是中
国高铁走向世界的一个样板，对
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示范
作用。

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是
一条希望之路，腾飞之路，成
为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强大引擎，托起国际旅游岛
的新希望。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海南环岛高铁开通运营，国际旅游岛建设增添强大引擎——

环铁梦想照进现实

超前谋划
追逐“环铁梦”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海南铁路，从
西部起步。

1942年底首次建设海南西部铁
路；2004年4月1日，粤海铁路西环线
暨全线建成投产；2007年4月18日西
环线改造全线通车营运，海南铁路融
入了全国铁路网；2010年底，海南东
环高铁建成通车……

从无到有，从岛内到岛外，从普铁
到高铁，就这样，海南铁路一步步实现
了历史性的跨越。

有关铁路专家认为，新建海南
西环铁路，与东环铁路共同构成高
标准、大能力的海南环岛铁路势在
必行。

省委书记罗保铭说，新建西环铁
路是海南“十二五”头号基础设施工
程，是打造环岛高速铁路网的重要一
环，是提升海南基础设施水平、拉动投
资增长和带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迫
切需要，对助推国际旅游岛建设意义
重大。

可以说，东环高铁和西环高铁是
两枚具有重要意义的棋子。

西环从酝酿到获批，可谓一波三
折，经历了许多变故，甚至一度险些

“搁浅”，几近“熄火”的项目最终成功
落地，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巧抓机遇，
超前谋划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胆识和
谋略。

半环变闭环
实现“同城梦”

建设环岛高铁，是海南人民的希
冀与梦想。

如今，这个梦圆了。
环绕全岛的环岛高铁，犹如一条

镶嵌于海南岛上的“珍珠链”“幸福
圈”。

“过去，坐汽车环岛一圈至少要6个
小时。现在有了环岛高铁，3个多小时
就能将全岛逛个遍，快！”澄迈福山镇居
民刘锦堂大加点赞。

诚然，东、西环顺利“牵手”，从半
环到闭环，形成环岛高铁，与机场、高
速公路共同构筑起立体交通格局，打
造了“三小时经济圈”，将12个市县串
为一体，实现了“同城梦”。

海南高铁公司副总工程师罗志权
称，环岛高铁全长653公里，覆盖全省
12个市县，人口覆盖率为87.3%。高
铁环岛一周约3个多小时。

“环岛高铁将海南岛内海口美
兰、三亚凤凰两个国际机场串联在一
起，实现空铁无缝对接，这在国内是
首例。”中铁二院海南铁路项目总工
蒋朝阳说，环岛高铁是海南构建立体
交通体系的重要一环，高铁作为现代
交通工具，其特点是实现人流的快进
快出，带来了人们出行方式的大变
革，提升出行效率，带动沿线社会经
济大发展。

交通顺畅了，海南变“小”了。

新引擎新动力
共筑“腾飞梦”

环岛高铁，承载着海南人民的梦
想和希望。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环岛高
铁开通后，海南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
高铁经济，促进海南旅游业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

“引擎”，为海南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积聚强大后劲。

海南东西环高铁设计总负责人
称，东环高铁开通5年来，带动了沿
线旅游、房地产及其他服务产业的
发展。新开通的环岛高铁拉近了
城市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让海南发
展走向“一城化”，将带动沿线产业
发展，加速全省城镇化进程。并为

“十三五”海南加快国际旅游岛建
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做足做好“环岛高铁+”文章，大
力发展高铁经济，助力海南绿色发
展。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马袅湾、
后水湾，龙门激浪风景区、棋子湾，龙
沐湾等滨海旅游资源都具有较高开发
价值。

“西环高铁建成后，将打破海南
旅游‘东热西冷’的尴尬局面。”省旅
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表示。

新引擎新动力。借助环岛高铁，
海南将圆“腾飞梦”。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