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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李冰 美编：孙发强A04 重点项目建设巡礼——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服务故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郭畅
通讯员 张璐

冬日的五指山区仍然艳阳高照，
已现雏形的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下
简称琼乐高速）宛如一条巨龙盘亘在
这青山绿水之间。

作为我省“田字型”主骨架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琼乐高速建成后
将与已建成的中线海口至琼中高速公
路形成一条纵贯中部、连通南北的快速
交通大通道，对带动内陆山区、少数民
族地区及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深度开
发和利用，进一步推动全省社会和经济
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在省交通运输厅、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的大力指导下，琼乐高
速全线11个标段近万名建设者克服
种种困难，不仅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
务，更实现了工程总进度过半的目标。

全面进入桥面铺设阶段

机械轰鸣作响，将一片巨大的钢
筋混凝土箱梁板高高吊起，然后严丝
合缝地架在了几十米高的桥墩之上，
已经铺设好的桥面也随之发出了一阵
颤动。

这是日前记者在琼乐高速A5标
段桥梁架设现场所见到的景象，而这
样的大场面几乎每天都在琼乐高速的
工地上演。

据介绍，琼乐高速沿线地形复杂，
特别是琼中至五指山段，路线主要穿
行于山地丘陵或沿河修建，是海南中
线高速乃至海南已建高速公路中地形
最复杂的一段，其59公里长的主线道
路，桥梁和隧道占比就达到了43%，
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琼乐高速A6标段施工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标段将高速路和五指山市
连接在一起，七次跨越南圣河，桥墩最
高达到56米，施工难度极大。

为了抢抓工期，去年初各参建单
位就开展了“春季大会战”活动，省交
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还在去

年4月专门召开了琼乐高速公路“劳
动竞赛”动员会，代建指挥部和各施工
单位均制定了相关计划，加大项目人
员和设备的投入，并与我省去年9月
开展的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结合
起来，掀起一个又一个建设高潮。

“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琼乐
高速早一天建成，沿线人民群众就能
早一天受益。”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
曾表示，加快构建“田字型”高速公路
主骨架，目的是打通制约经济发展的

“任督二脉”，形成纵贯中部、连通南北
的快速交通大通道，构建大交通体系，
这是制胜产业布局和服务区域大发展
的重要引擎。

据了解，去年琼乐高速全年共完
成29亿元投资，工程总进度已完成
52%，其中路基工程完成86%，桥梁

工程完成60%，隧道工程完成 95%，
目前琼乐高速全线已全面进入桥面铺
设阶段。

首次在公路建设中
实施环境水土监理

据了解，琼乐高速的建设管理采
取了全新的“代建、监理一体化”模
式。“它减少了传统模式中诸多不必要
的环节，也避免了部分职责重叠的问
题，使各项管理程序更加简洁顺畅高
效。”琼乐高速琼中至五指山段代建指
挥部副指挥长吴勇木说。

琼乐高速地处我省中部核心生态
区，为了有效控制和减少工程建设对
环境的影响，我省首次在公路建设项
目中实施环境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及

监理，并对项目沿线珍稀树种和古树
进行移植保护，还特别在合同条款中
加以明确体现。

琼乐高速五指山至乐东段代建指
挥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施工中不仅要
最大程度保护好沿线水土资源，避免
水土流失发生，同时还要把水土保持
工作与沿线的自然环境保护、旅游资
源开发等工作结合起来，力争将项目
打造为绿色通道。

吴勇木说，进场施工后还出现了
碎石等项目资源短缺，全线电力供应
紧张等情况。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
重视；省交通运输厅、省国土资源厅、
省交建局以及沿线各地政府给予了大
力支持、多方协调，解决难题；施工单
位也增加了投入，确保了整个项目的
进展。 （本报五指山1月9日电）

琼乐高速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实现工程总进度过半的目标

万众撸起袖子干 山高水转走苍龙 未雨先绸缪，小雨不停工

琼乐高速与雨季“赛跑”
■ 本报记者 郭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1月5日正午，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
内的琼乐高速A3标段什运一号大桥施工现
场，到处是机械施工的隆隆声，工人们正在抢时
间、赶进度，向今年3月底完成大桥建设的目标
迈进。

“时间紧，任务重，又赶上雨季来临。”琼乐
高速A3标段项目负责人刘占龙指向远处即
将完成沥青铺设的路面向记者介绍，10公里
的路有将近6公里是隧道，施工难度可想而
知。

琼中地处海南中部山区，进入冬季，雨水
丰沛。为确保施工进度，工人们小雨不停工，
在大雨来临前则对路基进行碾压，防止雨水渗
入，将便道进行硬化，方便雨天通行，并将施工
材料提前运往作业地点，节约时间成本。

正在清理槽口焊渣的工人告诉记者，“只要
不下雨就是黄金施工期，比起夏天，这个季节温
度适中，工人实行‘两班倒’，一直到晚上11点
多才收工。”

“晚上混凝土温度适中，有利于提升桥
墩质量，与白天交叉作业是为了提升施工进
度、保障生产安全。”什运一号大桥施工现场
负责人张洋说，从琼乐高速建设以来，他吃
住都在工棚，县城都没去过几次，自己和
120 位负责桥面系施工的同事有个共同心
愿——看着琼乐高速顺利通车，然后回家好
好歇几天。

什运一号大桥于去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
桥梁总长度为876米，共有29片跨梁，最高桥
梁达36.5米。远远看去，庞大的桥墩像几十个
巨人在崎岖的山体上整齐排列着。刘占龙表
示，目前桥梁已经完成80%的建设。

据了解，琼乐高速全长约129公里，途经琼
中、五指山、乐东等三市县，由主线和五指山连
接线组成。其中，A3合同段全长11.25公里，
造价6.45亿元，工程包括空心薄壁墩、棚洞隧
道、高填深挖路堑，全线桥隧比高。面对严峻的
自然环境，设计团队多次调整施工方案，对施工
提出更高要求。

目前，琼乐高速A3标段的路基土石方、桩
基工程、隧道二衬已全部完工，箱梁架设施工顺
利，并在全线首先开展了桥面系施工。为确保
施工进度按照时间节点如期推进，该标段施工
组将对关键工程采取“春节不放假”措施，加班
加点赶进度，保质保量“加速跑”。

（本报营根1月9日电）

■名称：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

■范围：全长约129公里，途经琼
中、五指山、乐东等三市县，由主线
和五指山连接线组成。

■进展：
2015年11月11日，琼乐高速

A10标路基试验段率先开工。
2016 年 3 月 1 日，下达开工

令，全线11个标段实体工程施工全
面开始。

2016年11月3日，A7标段率
先完成桩基工程。

2016年11月21日，A3标段什
运隧道左洞贯通，标志着该项目全
线5座隧道全部顺利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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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南西部“人文名片”

东方·琥珀人文教育
小镇项目奠基

本报八所1月9日电（记者罗安明）今天下
午，东方·琥珀人文教育小镇奠基典礼在东方市
板桥镇金月湾举行，标志着该项目进入施工建
设阶段。

据悉，这一项目背倚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
面朝有“中国最美落日海滩”之称的东方金月
湾，横跨南港河，原生态风光旖旎。项目计划用
5年到10年时间，通过导入文化和教育产业，
配套升级农业和旅游业，在海南西部打造一座
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小镇。

东方索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立足国际视野，定位于打造海南
的“人文名片”。沿南港河北岸将打造人文小
镇，建设内容包含黎族民间艺人传承传统手工
艺工坊、国内外各类艺术家文化艺术创作居所、
人文艺术交流中心等；沿南港河南岸将打造教
育小镇，计划建设东方国际文化旅游学院、海南
东方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旅游与酒店管
理专业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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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感动海南”
年度人物评选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总在岁末年初举办的“感动海南”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如同冬季里的一
股暖流，浸润和温暖着每一个听故事
的人。

一年一度的颁奖盛典又将举行。
今天上午，盛典门票开始接受预订，守
候了一年的“铁杆粉丝”早早拨打预订
电话，希望得到一张与“感动海南”人
物近距离接触的入场券。

“今年的票还有没有？有时间一

定还要去看看。”广州铁路公安局海口
公安处团委有关负责人刘炼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问道。

2014年，他通过预约获得10张
门票，与同事一同观看了当年的颁奖
盛典。回想起观看感受，他说：“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组委会为每个获奖者
所写的颁奖词。每段颁奖词通过主持
人抑扬顿挫的朗读，观众能够感受到
一种让人感动的震撼。”

也是在2014年，海口市民牛先
生第一次了解到“感动海南”年度人
物评选。他感动于那年的“感动海
南”年度人物牛开成：“作为一名普
通的基层干部，他在基层勤勤恳恳
工作了20多年，不仅奉献了自己的
青春，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人非
常敬佩。”

海南华侨中学语文教师徐永清
与“感动海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也

已经结缘多年。这些年间，他邀请
“感动海南”人物进校园、进班级，以
“感动海南”的精神感染和鼓舞着青
年学子。

他还记得，那一年，一个残疾人团
队走进课堂，与同学们分享奋斗历程
后，在场的一名学生听了很受震撼。原
来，这名学生患有脊椎疾病，经常难受
得无法入眠，感觉灰心和失落。“孩子在
面对这种问题想不开时，突然看到有人

承受着比他大得多的挑战和压力，却走
出了这么精彩的人生，对他来说感触很
深，所以他当场与宣讲者落泪拥抱。”

徐永清说，“‘感动海南’人物进校
园、进班级，让我对教育事业有了更多
期待。只要有心，媒体的公用价值其
实也可以在基础教育中呈现出来。只
愿学生们带着这份感动的正能量，努
力做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感动海南”年度人物评选的“铁杆粉丝”分享感动心情

冬日里，这股暖流温润人心

人大附中海口学校落户大英山
小学部计划9月开学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刘煜程)今天，海口市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联合学校总校
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航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海口人航教育管理有
限公司在北京签订合作办学框架协

议，四方将合力在海口市设立人大附
中海口学校。

此次合作中，海口市政府作为
甲方，负责提供用地支持、政策支持
及办学指导；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及
人大附中作为乙方，负责引入人大

附中联合总校和人大附中的优质教
育品牌资源，并选派管理人员协助
组建教师队伍，指导和支持人大附
中海口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及运营
管理工作；海航实业作为丙方，负责
投资建设学校；乙方、丙方共同组建

海口人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丁
方，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

据悉，人大附中海口学校整体规
划包括学前部、小学部、初中部、高中
部、中外合作项目部及配套，整体规
划占地面积约400亩，计划总投资26

亿元。人大附中海口学校小学部位
于国兴大道北侧(东靠大英八路，南
邻省府北路)，目前处于施工建设中，
计划于今年9月1日开学；幼儿园、初
中部、高中部、中外合作项目部目前
也已启动规划设计与选址工作。

1月6日，在琼乐高速五指山段的南圣河，各标段的大桥桥面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摄

本报三亚1月9日电（记者林诗
婷）今天，第十一届三亚国际热带兰花
博览会的主打活动——2017三亚高
端酒店花艺设计展暨2017三亚目的
地婚礼首秀暨婚礼风尚国际发布会在
三亚举行。

发布会上，多位国际婚礼花艺大
师以兰花为主要元素，呈现了各具风
格的高端兰花花艺梦幻婚礼舞台及
婚宴桌花设计。此外，花艺大师们还
与观展者分享今年新款手捧花潮流，
与三亚婚庆行业及高端酒店代表共
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

国际花艺大师
以兰为题献技

陵水圣女果采摘季
又添骑行新线路
本月20日吹响绿色骑行集结号

本报椰林1月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陈思国）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相关部门获
悉，日前，由“2017陵水（光坡）第三届圣女果
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主办方推出的“寻
找光坡骑行线路制定师”线上征集活动结果已
正式出炉。

“环光坡游”“圣女果田洋、山景欣赏路线”
“农庄采摘、水库探幽”等多条精品骑行路线获
得征集活动大奖。其中，线路制定师雷小磊的
参赛线路“环光坡游”获得一等奖。

此次征集活动旨在让游客在陵水体验万亩
圣女果园采摘之乐的同时，畅享徜徉诗意乡野
的骑行乐趣。

据了解，本次采摘季活动启动仪式将于1
月20日举行。

启动仪式当天，“2017陵水（光坡）第三届
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主办方将根
据此次骑行线路制定师所制定的骑行线路，在
光坡镇举办“绿色骑行集结号”骑游海南（光坡
站）活动。

1 月 9日，距2017海南国
际旅游贸易博览会（简称海博会）
开幕还有3天，在三亚美丽之冠
的海南国际博览中心、时代广场、
国际商业城和酒吧街，各展区布
展搭建工作热火朝天。

本届海博会将设A、B、C、
D、E五大展区，包含了国际、服
务贸易、国际旅游岛、当代艺术、
旅游文化商品、国际旅游房地产、
国际房产露营和国际美食文化8
个主题展区。届时，来自世界21
个国家及国内23个省市的520
多家展商将亮相鹿城。

本报记者 杨艺华 摄

海博会展区抓紧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