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一声悠远的汽笛声划破海天，今天上午，首列环岛高铁动车“和谐号”驶出海口站，向着琼西大地呼啸而去，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环岛同城”时代正向我们呼啸而来。

这条全球首条海岛环岛高铁，全长653公里的铁路环绕全岛，动车环岛一周最快时间为3小时10分。迅捷的中国高铁，将3.2
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压缩成处于“3小时交通圈”内的一个大城市。

经由环岛高铁，这座“大城市”直接覆盖了海南12个市县和全省900万人口中的87.3%。再经由高速公路和连接路的间接覆
盖，实际上全岛已进入“3小时交通圈”。

有人说，环岛高铁就像海南跨越发展的“风火轮”，又像奥运金牌一样的“金镶玉”，这正是对“环岛同城”时代的形象诠释。

环岛高铁闭合 同城效应开启

海南迈入“环岛同城”时代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12月21日，距离环岛高铁开通还
有一周多的时间，颇具热带情调的儋州
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里，一家连锁便利
店导购员小陈在店门前贴上了一张招
聘启事，这是这家小店为了应对环岛高
铁开通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雪茄风情小镇距离环岛高铁光村
站不足1公里，这家品牌便利店早在小
镇一期完工之初就抢先进驻，看准的就
是高铁之便和特色风情结合带来的商
机。“就说半个月前的雪茄文化旅游节，
一下子就来了上万名游客，生意火爆的

同时也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小陈说：
“可想而知，随着高铁开通，现有的人手
更应付不过来了。”她透露，店方已经准
备提高员工待遇了。

在小陈和镇上的商家们看来，随着西
线高铁开通和环岛高铁的闭合，海南岛将
真正进入“环岛同城”时代，而风情小镇则
从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摇身一变成为全
岛这个大城市里的一处风情街区。届时，

雪茄风情小镇到海口将不足1小时，距三
亚及琼海等东部城市也只有2小时左右。

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峰等专
家认为，全新的高速交通方式，将带来
各种资源、要素和服务的迅速流通和聚
集，从而深刻影响和改变全省人民的生
产生活。而作为客运用途为主的环岛
高铁，首先聚集的就是人流。

过去，人们受地域限制，只能享受

有限的公共服务；现在，人们可以和海
口、三亚一样享受更优质的设施和服
务。反过来，海口、三亚等城市里的人
们和游客，也可以很快捷地享受小镇、
乡村的美景、美食和独特风情。

东方市民王先生就打算把两个小
孩送到海口上学，家住儋州白马井镇的
许先生也表示今后遇到大病要去海口
求医……教育、医疗、购物、娱乐、文化
体育活动等等，人们对公共服务和消费
的选择不再局限于一个镇、一个市县，
而是扩大到全省范围。

随高铁而来的，除了游客和消费
者，还有一些原本从当地走出去的人。

“打算回家经营一个铺面，把本地土
特产包装成游客的伴手礼。”像昌江人李
晓一样，不少高铁沿线的当地人盘算着，
高铁通了，游客多了，返乡创业的机会也
多了，正是回老家开店买楼的时候。

“汽笛一响，黄金万两”。随着高速
交通方式迅速聚集的，除了人流，还有
资金、信息和各种生产要素。这些要素

的活跃，为相关产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

就在前天，东方市首个真正意义上
的旅游景区开门迎客，力图搭上高铁的
产业快车。东方市政协主席符红莉表
示，此举将抢抓高铁开通机遇，充分释
放乡村旅游的产业功能，培育完整的产

业链，发挥更大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综
合效益。

实际上，首次开通高铁的西部各市
县，都在谋划着借高铁大力提升旅游业
发展水平。儋州将风情小镇建设与松
涛水库、石花水洞等传统景点相结合，
澄迈推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昌

江着力打造棋子湾等景区，乐东加快
“黄金西岸”旅游开发……

其他产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特别是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儋
州市市长张耕就发现，近一年来，休闲
农业等许多“旅游+”的项目落地，成为
当地投资的新趋势。“随着高铁同城效
应显现，儋州优质资源的价值正在被
重新发现和挖掘，吸引了更多投资者
的关注。”

环岛高铁贯通之际，也正是海南在
全国率先实行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专家认为，
从“多规合一”视角来看环岛高铁，对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把全岛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建设
管理，是多年来海南人民的迫切期待。但
直到今年，“多规合一”和环岛高铁两件大
事，才真正将全省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向
实践推进了一大步。夏峰认为，“多规合
一”改革在全岛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做

出了重要探索，但把体制机制落到实践中
需要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前提，环岛
高铁就是最重要的互联互通之一。

“‘多规合一’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各
地资源的最大效益，实现全省共同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夏峰表示，从这个
意义上说，环岛高铁不仅是重大交通项
目、经济新动脉，也是一项民生工程。

对沿线各地来说，环岛高铁的贯通
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对当地的挑战。“高
速交通正倒推着我们完善基础设施，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张耕说。

“高铁一通，居民看病的选择性更
多了，立即凸显出我省西部地区没有一
家三甲医院的不足。”儋州市卫生局局
长韦茂国透露，已经计划在滨海新区建

设一家三级医院，为西部地区居民提供
更好的医疗服务。

白马井镇正在筹备新建一所高中，
光村和海头镇正积极搭建为投资者提
供服务的平台，福山以旅游公司+村民
的模式将当地特色民宅整体改建成旅
游客栈……更不用说各市县加快开通
高铁站点的公共交通，将高铁效应延伸
到更多的城镇和乡村，让更多憧憬美好
生活的人们真正成为海南这座“一岛一
城市”的居民。（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生活同城 城镇乡村在咫尺

产业同城 价值重估引投资

发展同城 全岛统筹照现实

■■■■■ ■■■■■ ■■■■■

2015年12月31日

星期四

A04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朱和春 美编：杨薇

声音

代表
之声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速度快、列车稳、风景美、服务好，我们
一路上都很兴奋！”今天下午，东方市四更镇
四更村村民彭冬婷在电话那头告诉记者。
在环岛高铁开通的第一天，彭冬婷带着儿子
张浩允完成了一次难忘的高铁体验之旅。

仿佛是昨日重现。20多年前，彭冬婷
曾有过一次火车之旅，那一年她6岁，坐着
老式的蒸汽火车从八所到三亚。20多年
后，她带着6岁的儿子张浩允踏上了“和谐
号”列车。

“妈妈，火车是什么样子的？”在东方站
候车大厅等候期间，张浩允迫不及待地向
妈妈发问。“你看，就是那个样子的，跑得很
快，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了。”彭冬婷指着进
站口电子屏上的和谐号列车照片说。

彭冬婷告诉记者，因为在幼儿园听老
师讲过火车，儿子总是追着她问火车是什
么样子的。“今天环岛高铁通车了，我特意
带着他来坐火车体验。”彭冬婷说。

下午1时57分，经过既兴奋又焦急地
等待，彭冬婷母子终于踏上了期待已久的
和谐号列车。1小时47分后，母子二人抵
达海口。“我也是第一次坐高铁，感觉非常
棒，到海口后还不相信会有这么快。”电话
那头，彭冬婷难掩兴奋之情。

彭冬婷说，沿线风景很美，儿子一路上
都很兴奋。“以前坐老火车，不仅晃晃悠悠，
噪声很大，还一鼻子黑炭，如今的和谐号列
车，又快又稳，车厢很舒适，乘务员服务也
很周到，简直太先进了！”

让彭冬婷兴奋的，远不止这次高铁初
体验，更多地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她说，高铁开通，不仅方便大家出行，还将
促进家乡的大发展。“交通方便了，来东方
经商、旅游的外地人肯定会多起来，经济发
展也就加快了。”

“路通，财就通。我们老百姓就能过上
好日子。”彭冬婷告诉记者，她的家靠近四
必湾红树林保护区，这里将来有希望成为
东方热门的旅游景点，“说不定过不了多
久，我们也能吃上旅游饭呢！”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速度快、列车稳、风景美、服务好

一对年轻母子
的高铁初体验

■ 本报记者 罗霞

“没参与过西环高铁建设的人可能
不能体会，此刻我们真的非常激动，感到
非常自豪。”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建设代表，中铁四局建筑公司副总
工、海南西环铁路4标项目总工杨玉龙今
天出现在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庆功表
彰大会仪式的推杆启动这一重要环节，
与其他5人一同推动启动杆。

杨玉龙是中铁四局的桥梁专家，是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2013
年9月被选参与海南西环铁路建设以来，
杨玉龙与西环高铁建设紧紧绑在了一
起，一路布满激情。他负责的西环高铁
四标段的建设，范围涉及东方、昌江、儋
州，全长近80公里。

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位陕西人除了
出差外，基本未离开海南，完全扎在铁路
建设中。回首西环高铁从开工建设到完
工，令杨玉龙体会最深的是“工期非常紧
张，但干得非常顺利”。

“天时、地利、人和，确保了海南西环
高铁能顺利完工。”杨玉龙介绍，在海南
西环高铁建设中，政府部门、高铁公司等
均对铁路建设非常支持，一有问题，立马
能得到解决，给高铁建设提供了非常好
的建设环境。

西环高铁属热带海岛型高铁，防高
温、防风、防腐蚀等是施工必须攻克的难
题。为此，西环建设者结合海岛独特的
气候特点，在建设施工方面采用了许多
创新技术。

杨玉龙举例说，在夏天，一些地方的
隧道属于冬暖夏凉型，而海南的隧道一
到夏天更热，这种特殊环境要求建设者
加强措施，比如排风等。

“海南环岛高铁建设给中国高铁建设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使中国高铁能更从容
地走出去。”杨玉龙感慨道，有了技术保
障，以后可以去任何国家修铁路了。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 本报记者 罗霞

“因为西环高铁，我的房子虽然被拆
了，但更好的生活正等着我。”今天，在海
南环岛高铁开通庆典暨表彰大会现场，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红湖村村民邢孔
丰的话，朴实却充满着温暖与力量。

邢孔丰是环铁西段征地期间乐东第
一个主动带头拆自家两层楼房的农户。
在他的带动下，乐东拆迁工作进展顺利，
确保了环铁西段的顺利施工。

今天，作为被征地农民代表，邢孔丰
身着黎族服饰，盛装出现在大会现场，与
其他5人一同推动环岛高铁的启动杆，他
的脸上挂满欣喜与感动。邢孔丰的妻
子，因平时积极发展生产、热心环铁西段
拆迁工作等，此次则被授予“三八红旗
手”荣誉。

回忆两年前的拆迁，当时许多人对
于邢孔丰主动提出拆迁大感意外。

邢孔丰盖房，如燕垒窝。10来年前，
他一家5口住两间简易房。钱攒了3年，
新房才打地基。又过4年，靠种菜、养猪，
牙缝里挤出 10 多万元，垒了第一层。
2013年年初，邢孔丰请来兄弟、街坊，方
接上第二层。这个“新窝”才建好7个月，
就被邢孔丰主动提出拆迁。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
邢孔丰说，环铁意义重大，再难也要支持。

亲眼见证环岛高铁的开通，邢孔丰
看到的更多是希望。“我的房子被拆了，
但现在建起了新房子。新房子更漂亮，
住得更舒服。”

“环岛高铁的开通，交通更便利，对
于我们的生产生活来说是件大好事。”邢
孔丰说，红湖村的村民以种植业、养殖业
为生，种瓜菜、养猪等。“我们的瓜菜、猪
肉等品质好，一直销量不错。环岛高铁
开通后，农产品运销更便利，我们的产业
也将越做越大。”

挨着环岛高铁，村民们正着手吃“旅
游饭”，有的村民已在村里开办了农家乐。

“乐东旅游资源很丰富，有尖峰岭，
有龙沐湾等，相信越来越多的游人会发
现乐东的美。”

因为环岛高铁，一个个发展思路不断
涌现在邢孔丰脑中。希望，在此萌芽。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被征地农户代表邢孔丰：

主动带头拆迁
支持环铁建设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6年前，在包括西环高铁在内的陆海
空交通尚未出现雏形时，孙超及其团队就
毅然抢滩沉寂的海南西海岸，其远见确非
一般人所能及。

孙超，儋州海岸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来自广东深圳。“早在2009年，我们的
团队就十分看好儋州白马井镇，从深圳来
到这里投资兴业。”孙超说。

昔日的白马井，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传
统的渔业小镇，街道狭窄，交通不便，突然
冒出的高楼大厦能卖得出去吗？

那时候，也有投资商打过退堂鼓。然
而，孙超及其团队铁心要在这片冷清的土
地上热乎起来。公司在儋州滨海新区实施
的海岸·漫谷项目，总投资2.9亿元，总建
筑面积超过7.6万平方米。让孙超难以忘
怀的是，在项目建设期间，需到海口处理相
关业务时，他绕过洋浦海湾，每次要坐车两
小时以上才能到达目的地。

然而，海南西部交通改善之快令孙超
惊喜不已。继2014年洋浦大桥通车，今天
环岛高铁又如期开通。

“西环高铁建设很快，高铁运行很快，
相信海南西部的经济，也会像疾行的高铁
一样快速发展。”看着呼啸前进的“和谐号”
动车，孙超激动地说。他表示，未来将考虑
在高铁沿线寻求更多更新的投资兴业机
会。 （本报那大12月30日电）

在儋州投资的企业家孙超：

琼西将像高铁
一样快速发展

中铁铁路建设代表杨玉龙：

环铁建设经验，
使中国高铁
更从容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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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经过儋州白马井站的拱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2月30日上午，全球第一条环海岛高速铁路投入运营，众多媒体和旅客关注海南环铁，车窗外美景拍不够。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12月30日，乘坐环铁动车的乘客拍
照留念。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