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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胜伟）省通信管理局、省互联
网协会今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15年度海南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
告》（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去年海南网民规模快
速增长，手机网络购物等移动商务类应
用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海南网民
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6小时，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0.4个小时。

手机网民年增长率15.6%

《报告》显示，去年，海南网民快速
增长，手机网民贡献较大。

网民年增长率为10.8%，远高于
2014 年 2.3%和 2013 年 7.0%的增

幅。手机网民规模较2014年底增加
56万人，年增长率15.6%，大幅领先
整体网民规模增速，手机网民人数达
到了 416 万，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89.3%。

农村互联网普及进程加速，网络
应用水平有待提升。截至2015年12
月，我省所有乡镇均通互联网，行政村
通宽带率100%。不过，目前海南省农
村网民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
年，海南省城镇网民规模为370万人，
农村网民规模为96万人，网民城乡结
构比例为79.4：20.6，农村网民占比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7.8个百分点。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付红星分
析，我省网民规模快速增长，主要得益
于三个方面：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加强，夯实了网民基础上网环境；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有效开
展，丰富了网络应用环境；网络信息安
全治理工作持续推进，提供了诚信可
靠的网络安全环境。

多项使用率超全国平均水平

去年，海南互联网应用商务化倾
向明显，移动商务使用率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7个百分点以上。

海南商务交易类应用经过多年的
发展，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网络购物、
团购、旅行预订、网上支付用户规模保
持着 15%左右的增幅；手机网络购
物、手机团购、手机旅行预订、手机网
上支付使用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海南个人互联网应用发展迅速，
各类互联网应用的用户规模均呈上升
趋势。其中网络视频成为网络应用新
的增长点，用户规模增长26.5%；网络
支付引领商务类应用增长，用户规模
增长20.5%。

在移动端，商务类应用的使用率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时通信、
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作为海南基础的
互联网应用，使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分别为91.4%、86.2%和85.5%。

网站数量持续增加

去年，海南IP地址域名总数快速
增长，网站数量持续增加，互联网资源
利用率显著提升。

在我国IPv4地址总数基本维持
不变的情况下，去年海南IPv4地址数
量为161.5万个，较2014年增加2.1
万 个 ，占 全 国 IPV4 地 址 数 量 的
0.48%。与此同时，海南域名总数达
到26.7万个，较2014年增加7.07万
个，增长率达36%。海南网站数量持
续增长，为1.94万个，较2014年增加
972 个，在全国网站资源中占比由
2014年的0.4%提升至0.5%。

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出海南网站
资源增量提质发展策略。去年，海南
互联网网络安全状况较上一年有所改
善，全年未发生造成大范围影响的重
大网络安全事件，基础信息网络防护
水平明显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处置速
度明显加快。

《2015年度海南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发布

海南网民近九成用手机“冲浪”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解金勖）今天下午，全省天然林保护工程会议在
海口召开，会议对今年实施天保工程二期工作
进行部署安排。

据了解，我省689万亩天保工程区是天然林
主要分布区，位于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重要
河流源头，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林区残缺的林相已
初步恢复天然林原貌，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野生
动物种群明显增加，森林生态功能明显增强。

会议提出今年要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护，以
科学合理调整管护责任区、按责任区落实护林员
制度、创新管护等方式，实现林区林地管护的智能
化和数字化；按照“多规合一”确定的生态红线，严
格执行占用林地审核批准制度；大力推进国有林
场改革，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
推动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实现国有林场保护培育
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功能；加快管
护站标准化建设，科学调整布局，壮大规模，改变
站点部分、站点重叠、点多小散的状况。

全省天然林保护工程会议召开

今年力争实现林区林地
管护智能化数字化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樊
磊 陈炜森）记者在昨天省公安厅召开的2016
年全省公安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获悉，2015
年，全省监所管理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省公安厅要求，2016年，全省公安监管部
门要以安全文明管理为中心，不断深化公安监
管部门法治文明窗口建设活动，进一步提升我
省监所安全、规范、文明管理工作水平。加强被
监管人员心理干预工作，争取实现每个看守所
配备不少于1名心理咨询师。积极探索新的戒
毒模式，筹备试点设立戒毒“康复回归体验中
心”。加快推进全省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
工作，实现“公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卫生
计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的专业化运作模式。
积极协调解决被监管人员入所后继续享受医保
待遇相关接续问题，严格落实入所及半年健康
检查制度等。

省公安厅部署今年全省公安监管工作

全面提升监管场所
管理工作水平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王玉洁）治疗疟
疾的新药青蒿素、蝴蝶兰花期调控技术、槟榔深
加工关键技术……今天上午，主题为“创新引
领 共享发展”的我省第十二届科技活动月开幕
式暨科普大集在省图书馆启动，向市民集中展
示“十二五”期间全国的35项重大科技成就、海
南的45项重大科技成果。

“科技活动月将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科技下
乡、科技游园会、科技图书展览、网络互动科普等
不同的活动。”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
至5月31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600多项科技
活动，其中各市县组织400多项、省直有关部门
及科研院所组织近200项，彰显科技创新发展的
魅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

省科技厅还专门组织“百项科技成果”对接
洽谈及科技成果拍卖活动，在科普大集上宣传
气象、防震减灾、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海
洋科技、农业科技等300多项科普知识，并现场
演示魔幻干冰、火山喷发等一系列充满童趣的
科学活动，让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

记者从开幕式上获悉，儋州、临高、琼中、省
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省农科院
分别获得省第十一届科技活动月组织一等奖。

副省长王路，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史
贻云出席开幕式并颁奖。

我省启动第十二届科技活动月

600多项活动
等你来赶“科普大集”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 周元 通讯员云慧明）今天上午，
2016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海
口启幕。副省长王路出席启动仪式。

本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以“弘扬工
匠精神，打造技能强国”为主题，将于
5月6日至13日期间，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校园开放日、“集中展示”和“为民
服务”、企业工作现场体验观摩、海南
省中等职业学校重点特色专业公共实
训基地授牌及体验、“赏名篇、诵古诗”
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职业教育持续发力

这一头菜香四溢，是烹饪专业的
学生在烧炒煎炸；这一头霓裳翩翩，是
设计专业的学生在量体裁衣……启动

仪式现场的展示区热闹非凡，11所高
职院校和43所中职学校的师生纷纷
亮出了当家本领。

省教育厅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职业
教育持续发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
育吸引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贡
献率不断提升。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2007年以
来，我省职业教育发展迅猛，在校生从
14.5万人增加到20.8万人；全省职业

教育年投入大幅增加，从9.1亿元增加
到30.2亿元，累计总投入达到190亿
元；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中高
职专任教师从 5844 人增加到 8452
人，其中，中职“双师型”教师比例从
21%增加到52%。

在此过程中，我省大力实施职业
教育办学水平提升重点工程，建设了
15所国家级示范和骨干职业院校；出
台了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有关管理
制度、全省性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
试行中职本科“3+4”分段、中高职“3+

2”连读等7个改革项目，推动了中职、
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

独具特色跨越发展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省职业院校
每年可为社会培训20多万人次，中职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高职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1%以上。

近年来，有32万名职业院校毕业
生工作在我省各行各业，成为技术技
能人才的骨干力量，形成了独具海南

特色的办学体系和办学形式。比如，
各个职业院校开设了旅游服务类等
18大类124个专业，打造了旅游、烹
饪、护理等一批具有品牌特色的“拳头
专业”，初步形成了紧贴海南产业发
展、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的专
业体系。

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省中高
职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屡
获佳绩，捧回的332个奖项中有27个
一等奖、97个二等奖和 208个三等
奖，成果喜人。

2016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

我省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超96%

去年，海南网民在家里上网的比例为95.6%，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

在单位上网的比例为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个百分点。

海南网民在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为19.7%，较
2014年增加3.4个百分点

在哪儿上网 ？？

用户78万人，使用率16.8%，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

海南人上网都干啥
用户318万人，使用率68.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

用户159万人，使用率34.1%，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

用户312万人，使用率66.9%，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

用户197万人，使用率42.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

用户282万人，使用率60.6%，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

？？截至2015年底，海南省网
民规模达到466万人，全年新增

网民45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51.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个百分
点，与 2014年底相比，提升 4.6
个百分点

其中，手机网民达到了 416
万 ，占 全 省 网 民 总 数 的

89.3%，手机网民规模持续稳

定增长

海南省网民人均周上网时

长为26.6小时，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0.4个小时。

本版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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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啥上网 ？？ 海南网民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89.3%

67.4%台式电脑为第二
大上网终端，使用

比例为

笔记本电脑为第三大上网终端，
使用比例为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许春
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海口首次全市性的综合交通调
查已全部完成。海口市政府已结合调
查成果，制定了一系列近期综合交通
整治和改善计划。

据介绍，此次调查自去年10月正
式开始，动用167名社区干部和1650
名网格员进行入户调查等，调查范围
以中心城区和长流组团为重点，涉及

“基础设施、人员出行、车辆使用、系统
运行”四大类13项调查。

从调查成果看，近年来海口的交通
发展呈现出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出行占
主体、道路设施容量有限、公共客运服务
品质不足、停车配建缺口较大、城市对外
交通发展快速等5个方面的特点。

调查组分析认为，目前海口的个体
交通工具增长迅猛，而道路供给始终有
限，需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吸引更多
市民转变出行习惯，才能解决目前日益
突出的道路供需矛盾；需要加速解决市
民提出的改善高峰期路况、增加发车班
次、优化线路、减少绕行等诉求，增加海
口公共交通对市民的吸引力。此外，由
于海口目前停车位增量不到车辆增量
的一半，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海口应从
规划入手，严格执行停车场配建标准，
完善停车费价格机制，加强管理，重点
地区可建立停车诱导系统。

记者从会上获悉，这次被称为“海
口史上最细致的交通调查”成果已经
应用于新一轮的总体规划修编、“十三
五”综合交通规划编制，以及轨道交
通、公共交通、枢纽场站和停车等专项
规划中。

本报厦门5月6日电（记者侯赛）第十二届
海峡旅游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厦门开幕。海口、
琼海、保亭、陵水、五指山、澄迈、万宁等各市县
以及琼北旅游圈和部分优秀旅游企业组成的海
南代表团亮相展会。

海南展馆位于此次博览会国内旅游专业展
馆的中心位置，展台设计充分展示了椰风、海
韵、沙滩、海水、阳光等热带特色旅游资源，展现
了“阳光海南、度假天堂”的美好形象。

海南环岛高铁游、航天游等新业态，以及新
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使得海南馆成为此次博
览会的关注焦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旅
游讲解等方式，我省对海南热带滨海海洋文化、
黎苗民俗风情、离岛免税政策等进行了全方位、
立体化的展示。

据了解，本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参与省份和
参展客商为历届最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旅游局（委）都前来参加。展会规模也创历届之
最，展馆面积较往届翻一番，达3.3万平方米，
同时增设一带一路、旅游厕所、自驾游与房车露
营三个展区。

海南参展第十二届
海峡旅游博览会

海口首次全市综合交通调查全部完成

快看看，椰城交通“抖家底”了！

海口人如何出行？
调查范围内人员出行总量为常住人口每日

平均出行 次

其中160万常住人口出行量为

万人次/日481

万人次/日430

调查
范围内

常住人口160万人

流动人口19万人

高速公路里程36公里
城市道路总长为703公里

其中主干路243公里，
次干路144公里，
支路316公里

2.69
流动人口每日
平均出行 次2.74

公交车出行时耗最长,平均耗时39分钟出行7.2公里

截至去年底，全市注册民用机动车 61 万辆，其中注册小客车为 46万
辆。与2010年相比，注册小客车数量增长了145%。同时海口电动自行车总
量于去年11月底达到51.8万辆。出行

距离
和
耗时

市民平均出行距离为 公里3.6
平均出行时耗为 分钟24

什么时候最拥堵？

大雨天中心城区晚高峰平均车速下降到13公里,
路网拥堵里程是无雨天的2.4倍。

早高峰路网平均车速为 公里22
晚高峰
更堵

晚高峰路网平均车速为 公里19

公共交通怎么样？

截至
去年底

国内其他城市人均每天乘坐公交在0.5次以上

全市共有公交线路 条92 公交车 辆1515
公交线路日均运送 万人次55

每万人拥有18.5辆，低于规范每万人20辆的标准

停车位是否够用？

中心城区居住小区夜间停车缺口较大
1/3的停车需求由小区内空地和周边道路解决

调查范围内停车位共计 万个29
停车位仅为小客车规模的 倍0.8

从白天商业、办公类建筑停车看，
近四成由周边道路解决

平均每人每天乘坐 次公交0.34

目前海口共有出租车2965辆 日均载客量为21万乘次/日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