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

东方第三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24.77 亿 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30.1%

比上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

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

全市房地产销售面积达 37.69
万平方米，销售额23.26亿元，分别

增长 167.9%和 180.4%；房地产业增

加值 3.76 亿元，增长 26.9%，拉动

GDP增长1.0个百分点

全市接待游客27.5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1%，旅游总收入

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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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到家门口，
居民、投资者欣喜不已——

“我们的好机会来了！”
金月湾站开通的消息，如一剂兴奋剂，刺

激着板桥镇及其周边的居民和投资者，大家纷
纷议论着这一事关未来的大事件，并谋划着如
何借助高铁开通契机拓宽发展道路，增收致富
或者做大事业。

“从板桥去海口坐中巴车要3个半小时，去三
亚也要1个半小时，以后坐高铁去，又快又舒适。”
金月湾站开通第一天，板桥镇中沙村村民邢阳就
带着妻子来“探站”。除了为出行方便感到高兴
外，邢阳还透露了自己的一点小心思：以后要少
种些地，转行做旅游业。据邢阳介绍，他的老家
中沙村，是著名的中沙瀑布所在地，目前已有企
业投资开发旅游项目，政府也准备打造美丽乡
村，这也给他们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邢阳所说的中沙村旅游项目，是目前正在
投资建设的东方仙居谷旅游风景区项目。该
项目位于尖峰岭脚下，距金月湾站约8公里，其
间风光旖旎迷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既有奇
树怪石，又有飞瀑流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东方仙居谷旅游风景区项目投资者、海南
润森鸿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泽生介绍说，
金月湾站开通运营，给他们增加了投资的信
心。“原计划投资8.8亿元的项目，现追加投资
至16亿元。”彭泽生说，他们正致力于将仙居谷
打造成为一个康养主题的5A级景区。

同样因金月湾高铁站开通而兴奋不已的，还
有秀兰集团的员工们。目前，秀兰集团正在着手
打造金月湾阳光海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40
亿元，占地1500亩，将打造一个集星级酒店、康
养中心、老年公寓等于一体的康养主题度假区。

“金月湾站开通，我们可以说是最高兴
的。”秀兰集团海南区总经理贾晓哲说，作为外
来投资企业，他们一直盼着金月湾站开通，“高
铁站开通，我们集团在河北、北京的10万业主
来金月湾就方便多了。”贾晓哲说介绍，金月湾
站开通后，从三亚凤凰机场坐动车到金月湾只
需要36分钟左右。对项目建设的促进作用将
很快显现。项目竣工具备接待游客的条件后，
公司将开通从金月湾站到项目部的旅游专线，
让游客“无缝”乘车，直达海湾游玩。

（本版撰文/白竹 安民 符艳丽）

旅游地产发展迅猛

东方初享高铁“红利”
位于海南岛最西端的东方市，北

距海口 210 公里，南距三亚 180 公
里。在高速公路时代，东方受海口、三
亚这两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
小，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去年
底，环岛高铁通车后，东方正式步入

“高铁时代”，市区及周边地区受益匪
浅，开始享受到高铁带来的“红利”。

东方是我省第三大滨海城市，境
内有着面积达百万亩的感恩平原，以
及128.4公里长的海岸线，工业、农
业、旅游业资源丰富，国道、粤海铁
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穿境而过，是
我省西部地区工业、农业重镇以及交
通要道，也是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
的市县之一。

去年底，环岛高铁建成通车，限
制东方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东方的
发展潜能得到释放，经济社会取得长

足发展，特别是商业、旅游业、房地产
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据统计，今
年上半年，东方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4.7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1%，
比上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拉动
GDP增长5.1个百分点。

“随着高铁开通，越来越多的外
地人选择到东方买房定居，旅游度
假，有效刺激了消费市场。”东方市房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东方房地产市
场今年迎来“井喷”期，实现了投资、
销售和价格“三丰收”。今年上半年，
全市房地产销售面积达37.69万平方
米，销售额 23.26 亿元，分别增长
167.9%和180.4%；房地产业增加值
3.76亿元，增长26.9%，拉动GDP增
长1.0个百分点。

不只是房地产业，东方的旅游业
也取得较快发展。西环高铁的开通、
旅游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激发了
异地游客、城镇居民热情，东方乡村
旅游实现新突破，今年上半年全市接
待游客 27.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旅游总收入1.4亿元。

金月湾站开通运营

南部地区喜迎发展良机
由于开通运营条件不成熟等原

因，位于东方市南部的金月湾站没有
随环岛高铁通车而开通运营，附近的
板桥、感城等镇直接受益较小。为推
动金月湾早日开通运营，东方市委、
市政府今年来积极争取，终获得铁路
部门支持。

随着金月湾站开通运营，金月湾
至三亚的车程缩短至1小时以内，意
味着东方南部地区的板桥、感城等镇
真正融入三亚1小时经济圈。“这对
于推动金月湾地区农业、旅游业重点
项目的进展具有积极作用。”板桥镇
党委书记林明舜介绍。

位于板桥镇三间村的海南东方
上彩绿萝种植基地，种有绿萝、紫罗
兰等花卉2000余亩，是我省最大的
绿萝种植基地。据基地负责人李源

野介绍，金月湾站开通后，公司计划
以原有的绿萝种植基地为基础，打造
成东方农业观光游的一个品牌。

目前，基地正在建有机蔬菜大棚，
并抓紧硬化道路。“明年游客就可以来
我们这里的生态餐厅品尝有机蔬菜、采
摘观光、认种菜地了。”李源野说，基地
将结合自身优势发展农业观光旅游，让
海口、三亚甚至省外的客人，在这里体
验田园乐趣，放松身心、回归自然。

受惠的不只是企业，还有金月湾
及其周边数万居民。“除出行更加方
便外，大家还将迎来更为宽阔的增收
渠道。”林明舜说，便捷的交通，既方
便居民外出打工、经商，也方便外地
客商进入板桥，带动板桥镇的香蕉、
哈密瓜、绿萝、青枣等特色农产品外
销，从而促进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

便捷的交通也将使正在建设中
板桥国际文化小镇更具发展优势。
据悉，金月湾站开通后，辖区内一些
企业加快了项目推进的速度，个别甚
至追加了投资额度。

“高铁站开通，板桥镇的发展前
景更广阔了，我们要把握好这个良
机，将板桥打造成为东方乃至海南西
部地区热门旅游目的地。”日前，谈起
金月湾高铁站开通，板桥镇党委书记
林明舜满怀憧憬地说。

板桥镇西邻北部湾，海岸线长约
12公里，东依尖峰岭，山海互动、蓝绿
相融，滨海旅游后发优势非常明显。
此外，板桥还是东方的农业、渔业大
镇，拥有全省最大的绿萝基地、全市
最大的哈密瓜基地等，有着发展农业
观光、渔业休闲游的有利条件。

此前，由于交通制约，板桥镇发
展相对较慢。环岛高铁建成通车后，
板桥迎来了巨大发展契机，东方市
委、市政府也支持板桥乘势而上。

围绕全域旅游工作，东方依托板
桥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
三次产业与旅游融合，按照“两轴三
区一中心”的整体规划，东方大力推
进板桥镇滨海旅游、农业旅游、文化
旅游、生态旅游等全面发展，使之成
为海南西部地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目前，东方·金泰湾国际旅游度假
养生项目、金月湾·阳光海项目、东方
海岸金月湾启动区项目、东方·索契俄
罗斯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仙居谷旅
游风景区项目已经落户板桥镇，投资
总额逾百亿元。此外，板桥镇的绿萝
基地、葡萄基地、火龙果基地等农业项
目，也正积极融入旅游产业。

据悉，金泰湾国际旅游度假养生
项目计划总投资500亿元，集旅游功
能、产业功能和城镇功能于一体，将打

造成为海南西部独具魅力的旅游新
区；金月湾·阳光海项计划总投资40
余亿元，将打造成康养主题度假区。

此外，东方·索契俄罗斯文化旅
游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
将引入俄罗斯文化主题，构建文化为
媒、旅游为核、多业共融的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仙居谷旅游风景区项目总
投资16亿元，计划打造成集星级酒
店、森林养生、亲子文化、南药科普等
于一体的5A级景区。

“这些项目主要涵盖旅游、教育、康
养等内容，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丰富板
桥旅游的内涵。”林明舜介绍说，金月湾
站正好位于上述项目的中心位置，各旅
游项目均在高铁站10公里范围内，高
铁站开通运营，使得投资者信心倍增，
一些企业为此还追加了投资额度。

企业投资热情高涨，政府部门也
正抓紧做好基础配套。据介绍，目前
板桥镇正逐步完善交通网络，目前已
经建好站前迎宾大道、板桥大道等主

要道路。此外，东方还计划在板桥镇
建设占地100亩、具备仓储和交易功
能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下一步，东方还将把板桥迎宾大
道延伸至海边，使游客从金月湾站出
站后5分钟内可直达海滩。此外，还
将拓宽板桥大道至40米，拓宽板桥
至中沙的道路，新建纬二路、纬三路、
秀兰路等一批道路。这些项目完成
后，金月湾站通往各景点、开发区将
更加通畅。

金月湾站乘车服务信息

1、列车时刻

金月湾站目前共有2对（4趟）动车停靠，
其中包括环岛动车1对（2趟）：分别为三亚至
三亚D7143次，三亚至三亚D7184次；西段本
线车1对（2趟）：分别为海口至三亚D7223次；
三亚至海口D7228次。

金月湾站往海口、三亚方向发车时间如下：

D7148次，金月湾——海口东

发车时间：09：12

D7228次，金月湾——海口

发车时间：16：40

D7143次，金月湾——三亚

发车时间：12：47

D7223次，金月湾——三亚

发车时间：17：07

备注：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www.12306.cn查询班次信息或购买车票。

2、公交驳接

金月湾站位于板桥镇东南郊约3.5公里
处，距离东方市区32公里，距西线高速公路板
桥互通不足1公里，距海边直线距离约3公
里。金月湾站站前广场规划用地160亩，目前
建成面积80亩，建成广场区、公交停车场、社会
车辆停车场三个区域。此外，还建成站前迎宾
路、板桥大道、金月湾滨海大道、金月湾大道等
4条道路。

由于板桥镇不通公交车，东方市交通局目
前已通过延伸优化客运班线车到金月湾站进
行接驳旅客运输服务。据介绍，从八所至板桥
的班线车共30辆已调整线路。调整后，八所至
板桥的班线车终点站设在金月湾站，旅客在金
月湾站可乘坐八所至板桥的班线车往返。

环岛高铁金月湾站开通运营，与东方站遥相呼应，助推东方经济社会发展——

“任督二脉”贯通 东方腾飞可待
9月13日，随着环岛高

铁金月湾站正式开通运营，
东方市境内的两个高铁站
至此全部启用。“这是具有
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天，相当
于打通了东方交通的‘任督
二脉’，将极大地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东方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高兴地说。

金月湾站开通运营，标
志着东方南部地区将真正
融入三亚1小时经济圈，对
东方优化资源配置、产业升
级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此外，金月湾站也将与
市区的东方站遥相呼应，加
快各乡镇之间的人流、物流
和信息流，共同推动经济社
会的发展。

东方板桥镇：

高铁来了，投资蜂拥而至

西环高铁穿过板桥镇抱利村田野。 写煌 摄

9月13日上午，环岛高铁西段东方金月湾站举行开站运营仪式。 舒晓 摄

东方上彩绿萝种植基地。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