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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与三沙市政府合作
共建国家级热带海洋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
员郭万洲）1月13日上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与三沙市人民政府在海口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将在海洋建设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展
开合作，促进“政产学研用”结合，为开发、保
护南海资源与环境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根据合作协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根据三
沙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联合开办涉海新
兴特色专业，发挥科技转化，在海洋科学与技术、
海洋工程、发展战略、南海海洋科学基础研究、环
南海旅游资源开发与合作、海洋生物医药资源、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加强合作研究，共
同申报创建国家级热带海洋协同创新研究中
心，培养三沙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

同时，三沙市政府将支持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设立青年人才实践锻炼基地和学生教学实习
实训基地，有计划接收该校青年老师和管理干
部到相关部门任职或挂职锻炼，接收优秀学生
赴三沙实习锻炼和义务支教，并支持该校开展
南海科学考察科研，促进“政产学研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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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艺华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D7102从海
口东站缓缓驶出，朝澄迈方向飞驰而去。

一号车厢内，乘客们有的正在跟
送站的亲友温情“话别”，有的正点开
手机上的视频网站准备观看最新的
大片，还有几位“驴友”带上耳机边在
线听音乐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20分钟后，列车驶进西环高铁上
第一座隧道——颜春岭隧道。2分钟
后，列车驶出，车上打电话的、看大片
的、听歌的依然如故，信号连贯清晰。

当乘客们兴趣盎然地享受着网
络时代便捷通畅的通讯服务时，车窗
外每隔一公里矗立的通信塔默默“诉
说”着环岛高铁网络覆盖工程建设的
艰辛与不易。

“一体化建设模式”提速工程

海岛环岛高铁全长653多公里，

是覆盖东西部12个市县的黄金通道，
构建了“3小时经济圈”，极大地方便了
省内居民和游客出行，并且正在带动
我省区域经济、环岛旅游的新发展。

随着环岛高铁的开通运行，“高
铁4G网络覆盖项目”也成为倍受关
注的重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我们进行了测算，环岛高铁网
络覆盖这个项目收回投资差不多要
70年，如果单纯只看经济效益，我们
只能放弃，但作为国际旅游岛的‘新
名片’，我们看到了高铁对海南经济
发展的意义。”海南联通计划建设部
总经理蒋应良坦言，集团公司最终将
其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支持。

“高铁对施工的要求极其严格，
在海南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等多
家单位的大力协调和支持下，我们的
建设才得以顺利展开。”蒋应良说。

为了保障高铁项目如期投入使
用和乘客更好的感知，海南联通采取
了创新技术和创新手段开展西环高

铁项目建设。
“海南联通在西环高铁项目建设

上，创新采用了设计、施工、维护一体
化方式，这种一体化建设模式，减少
了施工环节，极大地提升了项目建设
进度。”蒋应良介绍。

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海南联通
仅用6个月就完成西环高铁全线基
站的开通工作，一体化的建设模式还
为此项目节约建设成本1172万元。

自2015年西环高铁网络建设项
目开建以来，海南联通在环岛高铁移
动网络建设项目投资近9000万元，
实现了高速移动网络的全面覆盖，使
海南环岛高铁迈进了“速度快、覆盖
好、体验佳”4G网络时代。

多技术创新优化移动网络

D7102在临高南站停靠，一位乘
客上车落座后，打开IPad通过联通
的4G网络观看视频，实现了即点即

开。然而就在半年前，这还只是众多
乘客的愿望。

如果说高铁4G覆盖是网络建设
的难点，那么高铁4G网络优化更是

“难上加难”。
“高铁移动速度快，用户在快速移

动中会造成频繁切换站点引起通话掉
话。结合国内高铁建设的经验，海南
联通首次采用‘小区合并’新技术，解
决了高铁运行中，用户掉话切换问题，
极大提升了用户通话质量。”海南联通
运行维护部副总经理赵飞说。

为了全面提升高铁乘客4G网络
体验，海南联通在2016年进行了多
项技术创新。

针对高铁车型升级带来车厢内
信号衰减增大，通过提升全线基站功
率满足车内覆盖；为解决高铁运行过
程中出现地势起伏，两旁树林阻挡，
技术人员经过实地勘察，通过Z字形
布局实现基站间距合理建设，确保信
号最佳覆盖；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游客

带来的设备负荷增加，导致网络性能
下降，通过软件硬件扩容提升系统容
量保证用户体验；为确保高铁站点的
正常运行，将高铁站点的保障级别设
为最高，24小时监控，发现故障第一
时间处理。

在做好西环高铁4G网络项目建
设的同时，海南联通投入2800多万
元，持续开展了东环高铁4G覆盖建
设，全面优化移动网络。

根据在现场实测的数据，西环高
铁的4G覆盖率保持在97%，东环高
铁无线覆盖率92.78%；速率行业领
先，西环高速场景下峰值速率可达
85Mbps左右，平均速率稳定保持在
40Mbps左右，可以满足全程超清视
频流畅播放；感知明显改善，掉话率
明显下降，基本可达到全程无掉话。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承打造
匠心网络的精神，让‘高铁名片’熠熠
生辉！”海南联通总经理郝立谦说。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以一体化建设和多项技术创新实现环岛高铁4G网络全覆盖

4G伴动车疾驰天涯

码上读
扫码看环岛高铁扫码看环岛高铁
44GG网络全覆盖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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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建设巡礼——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本报儋州1月13日电 （记者
杨艺华）“中国铁塔将全线全部铁塔
作为高铁配套项目进行建设，依托
政府主导与省铁路办、省工信厅大
力协助，仅用45天就完成了其中
283个站点的征址。并且创新通信
基础设施电力引入方式，全线直接
共享高铁专网供电，成为国内首个
全线共享高铁专网电力系统的通信
项目。”1月13日，回想起西环高铁
铁塔建设的“峥嵘岁月”，海南铁塔
建维部西环项目经理王井良依然难
掩那份自豪。

“海南西环高铁通信覆盖”是中
国铁塔股份公司成立后承建的首个
高铁类通信覆盖项目，项目立项投资
总额2.5亿元。为确保345公里长的
西环高铁沿线通信覆盖，为乘客提供
高品质的4G服务体验，省政府协调
组织海南铁塔公司和省内三家电信
运营企业进行了西环高铁通信专网
覆盖建设，在全线规划建设了307座
基站铁塔和39处隧道覆盖。

据王井良介绍，按照三家电信
企业最初的建设计划，西环高铁通
信覆盖共需建设550余座铁塔。为
提高共享水平，海南铁塔主动与三
家电信企业沟通，经过四轮联合会
商，最终将建塔数量整合为307座，
其中300座为多家共享，共享率达
到98%。

通过资源共享，西环高铁仅铁塔
类投资就下降31%，预计节约投资
6000余万元，节省建设用地15亩。

据王井良介绍，西环高铁通信
覆盖项目还实现了技术创新突破。
在海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方面的大
力支持下，海南铁塔研究制定“高铁
引电技术”方案，由传统的引用“农
电”变为使用专网“铁电”，成为全国
首例通信设施全线共享高铁电源系
统的通信覆盖项目。在此基础上，考
虑电力保障水平，为合理降低成本，
海南铁塔又取消了基站蓄电池、油机
等后备电源系统和空调系统，节省了
电池、空调等设备投资近1000万元。

据了解，两年来，海南铁塔累计
在海南完成投资19.19亿元。

三亚将建50亩
科幻产业基地
推动科幻旅游及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
天从三亚中科遥感新产业园获悉，三亚中科遥
感信息产业园区将新建科幻产业基地，产业基
地整体规划占地50亩，总投资5亿元，主题板
块包括科幻电影创作、制作以及学术交流等。

日前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在三
亚开幕。海博会科幻论坛上，三亚中科遥感信
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双猴科技有限公
司与北京大爱永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在
三亚投资科幻产业基地的合约，协议投资金额
5亿元，依托三亚遥感信息产业园的大科学装
置与科研力量，打造世界级的科幻产业基地。

旅游产业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低声轰鸣的机器慢慢升温，几个
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围站
一周，正在屏息观察物料发生的每个
细微变化。

这一幕，并非出现在哪家工厂的
车间，这些年轻人也并不是操作工
人。他们是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的青年教师，正在以小组比赛的形式
增进对实践教学设备的认识与运用。

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院长张

玉苍介绍，借助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
提升工程项目，学院相继购置了4套生
产工艺流程模型，以及7套包括间歇反
应装置、过滤、干燥、传热、精馏、萃取、
流体输送等工序的实训实操设备，10
余套涵盖流体输送、传热、精馏、恒压
过滤常数测定、干燥吸收与解吸、多釜
串联、气液相平衡，以及工厂安全操作
等工序的虚拟仿真软件，为该院本科
生尤其是“教育部卓越计划班”人才培
养提供了优渥的实践教学条件。

记者从海南大学教务处了解到，

再加上3D虚拟仿真实验室，学校近
年来为材料与化工学院实践教学环
节，累计整合投入资金500余万元。
而放眼整个海南大学，近三年来在这
一方面的投入达到2亿余元，比过去
十几年间的总投入还要多。

为什么要加大实践教学支持力度，
海南大学的师生又从中收获了什么？

张玉苍说，于材料与化工学院而
言，加强实践教学一是为了解决学生

“实习难”问题，二是为了培养工科学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让他们尽快适应

社会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打破“工
科学生理科化培养模式”，即“只追求
论文，不懂得实践”的桎梏。

“青年教师同样需要增强实践教
学能力。”看着学院新招聘的几位博士
在特邀企业工程师的指导下操作设
备，张玉苍补充，“别看这些年轻人都是
重点大学的硕士、博士，实际上他们很
多人都没有亲手操作过设备，‘从校门
到校门’的结果就是讲课照本宣科。”

这一点，材料与化工学院青年教
师蔡思翔很有体会：“我只在本科阶段

去过钢铁厂实习，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学
习实际操作、参与实践教学比武大赛，
实现从只知道‘为什么’到还懂得‘怎么
做’的转变，对我的工作大有帮助。”

在校工作已有21年的材料与化
工学院副教授孙中亮，见证了海南大
学实践教学条件的不断提升，“从前，
学院招收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生源，优
质生源并不算多。如今条件好了、师
资强了、口碑树起来了，优质生源就也
慕名而来了。”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海南大学三年投入两亿多元改善实践教学条件

论文写于工厂 能力见于车间

环岛高铁东环段4G优化
工程完成建设，实现海南联通
4G网络在环岛高铁全覆盖

12月5日

海南铁塔公司勇于技术创新
降低西环高铁通信覆盖项目成本

一片匠心铸精品
峥嵘岁月逞英豪

2015年

西环高铁网络建设项目
开建

2016年6月30日

海南联通西环段14个车站
室内分布系统开通，给旅客带来
全新高速网络体验

8月20日

海南联通10个隧道4G网
络覆盖工程全部开通，标志着海
南联通4G网络在西环段实现
全面覆盖

覆盖好
西环高铁4G覆盖率保持在97%；东环高

铁无线覆盖率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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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故事

自 2015 年西
环高铁网络建设项
目开建以来，海南
联通在环岛高铁移
动网络建设项目投

资近 9000 万元，

实现高速移动网络
的全面覆盖

高铁4G网络
覆盖项目

⬇近日，在西环
高铁临高南站，海南
联通的技术人员在
进行4G网络测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速度快
西环高速场景下峰值速率可

达85Mbps左右，平均速率稳定

保持在40Mbps左右

体验佳
可满足全程超清视频流畅播放，
基本可达到全程无掉话

制图/陈海冰

◀上接A01版
5年来，海南民众屡屡在感动中见证精神的力
量。自2012年启动以来，“感动海南”评选活动
得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保铭多次
为凡人善举点赞，各方力量倾力支持。在精心
培育与呵护之下，“感动海南”已经从一场都市类
媒体举办的小型晚会，成长为广受关注的全民
盛典，成为我省精神文明传播的一把“利器”。借
助“感动海南”这一“传声筒”“扩音器”，真善美在
全省到处传唱，正能量在全岛不断积聚。

有“感”而后“动”，知善而行之。5 年来，
“感动海南”在全省逐渐形成了“人人向善”的带
动效应。每一次评选，不仅是一次表彰，更是一
次激励。不是春风胜似春风，不是春雨胜似春雨，
这精神的甘霖不断滋润着全省民众的心灵。行
动是最好的回应，在精神的感召下，全省民众向楷
模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由
个体到集体，由点到面，在“感动海南”的带动之
下，全省上下正在形成人人向善的“感动接力”，全
省处处奏响践行真善美的时代之歌。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感动海南”既是道德
礼赞，又是精神营养，经过5年的传承与发展，
其日渐成为海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金字招牌”。展望未来，任务的艰巨呼唤更为
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持之不懈擦亮这块

“金字招牌”，让更多凡人善举、草根英雄得到礼
赞、颂扬，让感动的力量继续催人向善，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让海南的道德
星空更加璀璨夺目！

向崇高致敬 让感动继续

◀上接A01版
目前，南海网的业务形态覆盖网站运营、新

闻信息采集与发布、互联网广告服务、政务信息
发布、商业资讯采集与发布、网站建设与维护服
务、互联网技术安全服务、移动增值业务、线上
线下策划营销服务、会员服务等多个领域，成长
为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海南
国有互联网龙头企业。

南海网挂牌工作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省委宣传部将南海网挂牌列为2016
年度十大重点工作之一，多次召开部长专题
办公会部署推进。2015年 6月 5日，南海网
挂牌工作正式启动，历经划转、股改、申报、
审核等多个工作阶段，于今天正式在北京敲
钟挂牌，登陆“新三板”，实现了海南国有文
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零的突破。

未来，南海网将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坚持
导向优先、南海优先、移动优先、技术优先、资本
优先、产业优先等发展战略，推进理念、内容、手
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推动产品与服务进
一步转型升级，从“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媒体”
向跨媒体、跨平台、跨领域的互联网企业转型，
走多元化发展道路，进一步提升资本营收能力。

南海网在北京敲钟
挂牌“新三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