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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高铁大事记

今天，海南，沸腾了。
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在海南开通建成，很多人见证这一盛事；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乘坐环铁首列，满怀自豪：“我们都是海南环铁首列见证者。”
今天乘坐首列环岛高铁的见证者中，既有自己购票体验的普通乘客，也有受邀的各行各业代表和劳动英模。普通游客，只因对海南深怀向往，便

颇费周折买到首列车票；少数民族代表，兴奋感慨“常回家看看”的愿望得以实现；中央驻琼媒体代表，从更大的视野上为海南铁路建设鼓与呼……
今天的见证，让他们更加坚信，因为环岛高铁的开通，以及在今后不断的优化升级中，海南将拥有更大的机遇，他们在海南也能找寻更多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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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首趟环岛高铁首发的这天，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辛苦付出的环岛
高铁建设者们。

中铁二十一局海南西环项目部党工
委副书记周普华作为海南西环高铁先进
个人代表登上了列车，他像个孩子一样
高兴，拿着随身带的自拍杆和手机频频
自拍，发朋友圈，忙得不亦乐乎。“西环高
铁的建设真是不容易，不仅高温酷热，夏
季每天三四点钟还有对流雨，给施工造
成很大难度。”周普华说，他把西环开通

的信息刚一发出，就收到了大量评论和
点赞。

为周普华点赞的人中，有一个和他同
样运气好的同行，来自中铁七局的黄海
阔，他们承担了西环三标段临高和儋州境
内62公里高铁的修建，由于工程量大任
务重，很多同事都是长年坚守在工地
上。“海南西环高铁的建设速度，据我所
知，是全国同类高铁中最快的，除了我们
建设者加班加点外，海南方面在前期征
地等工作上的顺利开展，都为西环顺利通

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周普华还是黄海

阔，他们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人生体
验，由于铁路建设工作的特殊性，建设者经
常是一个项目完工后就赶赴另一个项目，
很少能亲眼见证通车，更不用说体验了。

因修建西环高铁被征地农民代表今
天也受邀体验了环岛高铁首列，澄迈县
福山镇远征村村民杨立世就是其中一
员。火车从海口站启动后，很快就经过
了他家所在的福山站，杨立世尽管有心

理准备，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今天
坐上环岛高铁亲自体验，觉得我们当初
拆迁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未来我
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作为原铁道部劳模，乐东黄流段铁
路工人方其福的感慨颇深，已经在铁路
上工作了34年，终于在退休前一年看到
高铁在自家门前建成通车，自己还能亲
自体验见证环岛高铁首班车，“这是我退
休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有购票体验的普通乘客，也有受邀行业代表和劳动英模

“我们，见证环铁首列”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周晓梦

自从2011年与海南结缘后，来自北
京的游客韦睿就爱上了海南岛，几天前
他专门飞回海口，就是为了能体验环岛
高铁首趟列车，几番周折后，终于如愿买
到车票。“海口在北纬20°，三亚是北纬
18°，四个小时的环岛旅程，经过四个
纬度变化最后位移为0，对我而言这是
最美妙的体验。”韦睿说，今天的环岛旅
程让他终身难忘。

作为受邀参加海南环岛高铁开通首
发车体验之旅的少数民族代表，国兴中

学黎族教师杨文修感慨环岛高铁让他
“常回家看看”的愿望得以实现。家住
乐东县城的杨文修上世纪90年代初到
海口任教，当时回趟家要从中线乘坐7
个多小时的车；后来西线高速修好后，情
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海口到乐东仍需要
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如今西环高铁开通
了，从海口坐车到乐东还不到2个小时。

而作为中央驻琼媒体代表、中新社
海南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关向东说她亲眼
见证了海南铁路的发展史，她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曾拆掉一段旧铁轨，
支援海南修建海口到叉河的铁路。“短短
二十多年间，海南不仅相继建成了粤海
铁、东环高铁，今天通车的西环高铁与东
环相链接，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环岛高
铁，在铁路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体验首列环岛列车的旅客中，
两位年过9旬的琼崖抗战老战士何如
伟和杨俊致格外引人瞩目。“上次东
环高铁开通时，我虽然受邀参加但不
巧正赶上生病，这次环岛高铁首发我

赶上了。”92岁的杨俊致胸前挂满了
各种勋章，精神矍铄。他告诉记者，当
年他的部队刚登陆海南就曾在儋州打
过一场恶战，如今已是硝烟散尽，一片
美景在目。“今天乘坐高铁环岛，只用4
个多小时，变化太大了！”91岁的何如
伟连连感慨此次环岛高铁之旅，他说，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从文昌走到五指
山地区，花了整整 14天的时间；解放
初的1952年作为全国慰问团成员，他
从海口去三亚，花了11个小时。

“我们见证了海南速度”

省旅游委调研员仲凯作为省直机关
代表搭上了环岛首列，在他看来，西部的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有其独特的地
方，特别是在个性化旅游成为趋势的大
环境下，西环高铁的开通无疑对促进西
部地区旅游发展和优化全省旅游布局
产生深远影响。“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完
善西部旅游硬件设施，包括高铁站到景
区的道路，实现真正的无缝对接。”

作为互联网创业创新代表，八百里
物流董事长王金平从环岛高铁开通上看

到了很多商机，他告诉记者，环岛高铁不
应该只是方便旅客出行的交通工具，环
岛高铁把海南变成一个大城市，完全可
以依托环岛高铁实现沿海各市县间物流
的同城快运。“但目前停站时间短对物流
是个比较大的制约。”王金平说，除了依
托环岛高铁发展物流，还可以尝试在环
岛动车上开展电子商务，让环岛高铁成
为一个展示海南特产和交易的大平台。

盯上物流这块“肥肉”的还有儋州市
白马井镇镇长许明智，作为基层乡镇代

表，他也踏上了环岛高铁的首列。“儋州
是西部的重镇，白马井则是儋州的重
镇。”许明智说，西环高铁在白马井设站，
给当地带来很大发展机遇。

澳门海南同乡会总会副会长陈力
说，作为澳门特区商会代表，他能参加体
验深感荣幸并表示祝贺。快速便捷的交
通可将东西部景点串联，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环岛游，西部滨海土地、旅游资源都
将变成经济优势。“以后澳门商会向中外
游客介绍海南时，全球首条环岛高铁都

是必选项，坐高铁环游海南岛，这是多好
的一张国际名片！”

外国专家代表、海口市人民医院主
任医师Timothy Noel Stephens 说，
他的很多外国朋友喜欢自助旅行，环岛
高铁的开通，极大方便了外国游客到沿
海各地旅游。同时作为一名医生，他也
为西部的患者感到欣慰，“海南西部的医
疗条件还相对落后，高铁开通后，也方便
患者更快到海口、三亚等地大医院接受
专业医疗服务。”

“我们见证了海南机遇”

“我们见证了高铁建设”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孙慧 易宗平 徐一豪

“号外！号外！”今天11时许，海口
市的大街小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送报
人员欣喜的呐喊。他们手里那一份份

“新鲜出炉”的报纸还散发着油墨清香，
被同样欢喜的市民、游客争相取阅。

12月30日9时40分，一个值得纪
念的伟大时刻，全球唯一的环岛高铁在
海南正式建成开通！

为了让全省人民能够及时分享喜
讯、全面了解海南环岛高铁，海南日报不
仅推出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大型纪念
特刊《环岛高铁元年》，还以最快速度推
出4个彩版的号外。

高铁贯通，是共同的期盼

“上一次海南日报出号外，还是三沙
设市的时候吧？每一次收到海南日报的
号外，就知道海南又有大事、喜事发生，
还不赶紧赶来要一张看看？”一路小跑，
家住海口新华南路的市民李阿姨从送报
人员手中“抢”了一份号外。

顺着她的视线，我们看到：本期号外
封面主图横跨两个版，4个红色大字“号
外！号外！”分外抢眼、大胆有力。内版
则以人物为主线，刊发了海南日报多位
记者在前线第一时间采访首发列车的司
机、列车长和乘客后发回的报道，与西环
高铁特刊互为补充。

在环岛高铁东方站，百余份号外同
样几分钟内被读者“抢”光。东方市民符
文科仔细阅读并评价说：“高铁建成开通
是全省人民的大喜事，海南日报的号外
发得很及时，我要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高铁贯通，是发展的助力

15时许，海南日报特刊与号外就都
及时送到了澄迈县金江县委大院各政府
部门。澄迈县新闻办副主任宋祥达为海
南日报点赞：“特刊做得不错！把东西环
高铁‘合璧’后对全省各个市县方方面面
带来的影响都点到了。作为澄迈人，能
从特刊上读到澄迈这么多的亮点、特点、
优点，我们倍感自豪！”

据了解，《环岛高铁元年》是海南日
报采编团队历时2个多月，精心制作的

40版全彩特刊，全方位展示了环岛高铁
的建设、效应、意义、机遇，以及对产业经
济、县域经济带来的影响等内容。

“瞧，我们儋州的报道占了特刊两个
版、号外一个版，够大气！”儋州市的街
头，同样是市民争相阅读特刊和号外的
热闹场面。奔走相告的人们，也像号外
文章《儋耳“追风”逐梦来》写的那样——
朝着环铁时代新征程自信出发。

西环贯通，是梦想的腾飞

海南银风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
运用“互联网+”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今年1月，公司董事长邢磊的
小车一共开了1.8万多公里，约等于每
天环岛一圈，如此奔波，终于取得昌江黎
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同意，让学生试用
其公司开发的智慧教育云课堂软件。

如今，该所中学学生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与省内外发达城市学生一同接受优
质教育。环岛高铁的开通更是让邢磊喜
不自胜：“从此去西部市县无需费时费力
长途驾驶，有了西环高铁，我更有信心将
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到更多贫困地区孩子

的身边去！”
喜悦在琼岛上空展翅飞翔，随着特

刊和号外落在人们手中。“我长年在海口
工作，原以为西环高铁开通与我没有多
大关系，但通过阅读今天的特刊和号外，
我对西部市县产生了向往。”武警海南总
队二支队保亭中队的上等兵王翔宇希
望，有机会将乘高铁对西部市县来一趟

“深度游”。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海南日报推出环岛高铁开通特刊及号外获读者好评

大报见证大事 记录时代盛举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
员宋印官 李晖 马胜杰）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
西环高铁正式通车运营，其正式通车运营的背
后，凝聚了海南电网13个参建单位的辛勤汗水。

近20个月来，海南电网13个参建单位全力
以赴，最高峰1200多人同时开工，与政府相关部
门齐心协力做好西环铁路配套电网工程建设，为
确保西环高铁顺利开通运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西环高铁配套电网建设工程涉及11个项
目，总投资7.13亿元。西环高铁作为电气化铁
路，配套电网工程尤为重要。项目启动建设初
期，海南电网与西环高铁密切沟通，进一步明确
具体送电时间。

因项目点多面广，海南电网基建队伍主动承
担，各项目负责人分头分任务赶赴现场，参与当
地政府的现场协调会，主动介入角色，在各级政
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配合项目所属供电局共同推
进前期的青赔征地工作，共同解决变电站址、线
路走廊征地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全力为项目的顺
利进场开工建设提速。

此外，面对如此众多的主网项目，海南电网
在项目建设前期，便提前谋划，按照大的项目群
的方式管理，并分成几个部分，从施工验收启动
顺序、施工进度等方面进行严格把控，通盘考虑。

“特别是今年220千伏李访站线路启动送电
时，对海南西部2条220千伏线路干洛I、II线同
时停电接入，大约投入200多人的施工力量，同
时组立4基铁塔，连续干了7天，风险很大，系统
各单位精心策划，密切配合，严格按照策划执行，
成功化解了重大系统风险。”海南电网公司基建
部主网科专责高磊说。

2015年11月11日13时许，随着博厚—福
山牵引站22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投运，西环高
铁配套电网工程全部完成，为西环铁路联调联
试、试车以及最后投入商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
撑。对于包括海南电网在内的众多参建单位而
言，西环高铁的顺利开通运营，这是对建设者最
好的回报。

13个参建单位连续20个月扎根工地
高峰时1200多人同时开工

配套电网工程为
西环高铁“加油”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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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武警海南总队官兵在认真阅读海南
日报西环高铁开通特刊及号外。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杨瑞明 摄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苏桂除）自12月10日海南环岛高铁建
成开通倒计时以来，截至12月30日开通当晚8
时，海报集团全媒体集群“六微一端一网一手机
报”等平台所发布的相关图文新闻、音视频新闻、
动漫新闻、可视化新闻、高清航拍、原创主题歌曲
以及微动态、微视频 、微漫画、微场景、微评论等
内容，总阅读量达1724.8万人次，凸显了海报集
团全媒体矩阵传播的强大影响力和宣传效果。

作为全球首条环岛高铁，海南环岛高铁建成
开通举世关注，为全力报道好这一盛事，海报集
团全媒体集群充分发挥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创
意思维，推进媒体融合，创新报道形式，实现媒体
联动。

其中，南海网投入约百人团队，自12月中旬
起陆续推出了三个大型专题、五个独家策划、一
首精心制作的原创主题歌曲。并精心策划推出
了“全景看西环”、“美女主播秀”、“视频十八
秒”、“空中看西环”、“漫画游西环”、“网友高铁
环岛行”等特色栏目，对环岛高铁进行全方位现
场报道。精心策划制作的高铁主题歌《坐上高
铁去环岛》，与高铁开通同步首发，动听的旋律、
浓浓的情怀、清新的海南风立即引爆了朋友圈，
短短一天全线总点播量便突破80万人次。

海南日报客户端从 12 月中旬即开设专
题，刊发了大量报道，充分运用新媒体制作手
法，推出一个专题、一个“动新闻”、一个H5页
面（微场景）、一个图解新闻、一幅长画卷、一个
动漫新闻、一个开机页、一个创意电影视频等

“八个一”报道。其中动漫新闻《中国高铁新名
牌》、动新闻《环岛高铁串起小明的 8个幸福
梦》、一幅长画卷《环岛高铁海南美景版“清明
上河图”》、一个图解新闻《一图告诉你环岛高
铁有多“炫”》转爆朋友圈。

南国都市报还启动了记者与感动海南年
度人物代表体验首趟高铁列车微直播。

海报集团全媒体集群创新
联动报道环岛高铁开通

总阅读量突破
1700万人次

站点扫描

海口站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东环高铁

●2006年 8月 国家发改委批

复项目立项

●2007年9月29日 海南东环

铁路开工

●2010年 5月 全线主体全部

完成

●2010年12月3日 通过安全

评估

●2010年12月30日 正式通车

西环高铁

●2010年 12月 30日 西环高

铁奠基

●2013年9月29日 西环高铁

全线正式开工建设

●2015年6月30日 全线正线

轨道铺通

●2015年 12月 22日 通过中

铁总公司安全评估

●2015年12月30日 正式通车

海口站 长流站 秀英站 城
西站 海口东站 美兰机场站 文
昌站 琼海站 博鳌站 万宁站
和乐站 神州站 陵水站 亚龙湾
站 老城镇站 福山镇站 临高
南站 银滩站 白马井站 海头
站 棋子湾站 东方站 金月湾
站 尖峰站 黄流站 乐东站 崖
州站 凤凰机场站 三亚站

12月30日上午，环岛高铁海口站，众多媒体到场。本报记者 王凯 摄12月30日，旅客展示购买的高铁环线票。本报记者 武威 摄12月30日，三亚站售票处，很多乘客排队买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福山站 王家专 摄

银滩站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乐东站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