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充电站点具体位置：

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充电站点

1、定安出口春阳假日酒店停车场

2、黄竹出口兴隆酒店停车场

3、莲花出口首创奥特莱斯停车场

4、土福湾出口东和福湾酒店停车场

5、海棠湾藤桥出口海棠区
新居民路54号

海南西线高速公路充电站点

1、海口秀英区金福路万达广场北门
变电站停车场

2、福山出口侯臣咖啡文化村停车场

3、儋州洋浦出口侯臣咖啡东成
休闲小站停车场

4、昌江出口侯臣咖啡休闲区停车场

5、九所出口乐东高铁站停车场

海南中线高速公路充电站点

1、屯昌屯城出口侯臣咖啡休闲区停车场

海南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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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袁
宇 黄媛艳）记者从昨日召开的三亚市
2017年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动员大会
上获悉，今年三亚计划安排122个重
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551.6 亿元。
三亚将建立重点项目月度综合排名考
核通报机制，探索实行弹性出让年限以
及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土
地供应方式，稳妥推进项目发展，力促
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据了解，三亚将加快设立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孵化基金，进一步提升项目策
划和招商水平，提高生产性项目的比重。

为保障重点项目开工进度，三亚
将全年任务进行细化，精心安排好项
目进度，明确项目节点目标，确保全年
度投资计划完成100%以上、新开工
项目开工率达100%。中央项目、省
市重点项目全部进入绿色审批通道，
确保在规定审批时限内提速50%以
上，对项目遇到的农田及林地报批、环
境保护、规划报建等问题，由专人负责

跟踪，继续推进区域评估评审试点和
园区“极简审批”，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项目落地重点在土地及时供应，
三亚今年将探索实行弹性出让年限以
及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土
地供应方式，扎实推进今年的33个棚
改项目，确保完成年度棚改任务，在带
动投资的同时，加快土地整理步伐，统
筹土地资源利用，加快项目供地节奏。

今年三亚将完善招商引资考核机
制，重点考核项目落地率和资金到位

率两个指标，首次建立重点项目月度
综合排名考核通报机制，按月公布综
合排名情况，并实施奖惩考核制度，形
成督查与奖惩联动，责任倒逼与主动
作为的联动机制。

产业园区、产业组团是项目建设的
重要平台。今年三亚创意产业园将加
快中船重工、中船工业、航天科工等企
业的项目进度；邮轮母港产业园等园区
落实年度任务；三亚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以互联网和信息产业为主导，制定产业

准入目录，尽快引进清华启迪、微软等
众创孵化平台，争取腾讯、百度等龙头
企业入驻园区；新机场和临空产业园今
年要完成30亿元以上的投资；遥感产
业园争取海南小卫星、航天科技馆等项
目实质性入驻；物流产业园、半岭温泉
健康产业组团等抓紧做好规划，提前
对外招商。其他产业园也将加快做好
长远规划，及时建好配套设施，打造好
周边环境，加快引进优质项目，争取实
现鹿城园区产值税收翻番。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叶
媛媛 计思佳 实习生严侦尹）作为海
口市最重要的观海道路之一，滨海大
道的景观建设一直备受市民的关
注。为改善滨海大道景观带，海口市
政府于2月7日起，对滨海大道的中
央绿化带景观进行更新提升。

据了解，滨海大道的景观植被一
直以高大的椰子树和低矮的灌木丛

为主，配以各色精心搭配的花朵，形
成了海口的一道独具海岛风情的观
景长廊。然而，时间的迁移也让问题
不断显现。“不仅打理成本高，这些杂
乱的植物群落也成为‘四害’的栖息
地，影响海口‘双创’建设。”海口市园
林局局长刘名松透露。

“此次提升范围东起滨海立交
桥，西至南港跨海铁路桥，全长19.5

公里，面积约有7.5万平方米。”海口
市园林局工程处副处长陈红光告诉
记者，此次景观提升工程本着“节约
成本，简约大方”的原则，保留现状所
有仪式感较强的棕榈科植物，不再过
多种植花灌木，而以铺种造价低的本
地草种——大叶油草为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设计所所长张春兰介绍，在此次

景观提升工程中，有意将中央绿化带
的土面进行下沉设计，下沉的高度约
为10厘米，这样不仅能保证雨水自然
渗透空间，还能避免雨水冲刷带来路
面污染，对于海绵城市建设大有益处。

“我们希望通过景观带改造，让海
口透光见海、透绿见蓝，让市民在滨海大
道不用走到海边就能看到大海，让百姓
不用走近就能闻到花香。”刘名松表示。

城市“透绿见蓝”岸线“透光见海”
海口对滨海大道景观带进行更新提升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周
晓梦）海南鹦哥岭又传来发现新物
种的好消息！研究人员在海南鹦哥
岭发现金孢牛肝菌属一新种及一海
南新记录种，这也是金孢牛肝菌属
首次在世界热带地区发现。近日，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主流的分类
学杂志《PHYTOTAXA》上。

近年来，海南医学院药学院教授
曾念开和鹦哥岭科研监测科工作人
员蒋帅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多次在鹦
哥岭采集到金孢牛肝菌属的标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标本代
表了该属的2个种。其中一种为尚

未描述的新种，因其菌盖呈暗褐色，
故命名为暗褐金孢牛肝菌；另一种为
中华金孢牛肝菌，最早描述于广东的
亚热带区域，为首次在海南发现。

曾念开教授解释，金孢牛肝菌属
真菌能与壳斗科等植物形成共生关
系，在森林保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研究表明，金孢牛肝菌
属的种类大多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
地区。此次在鹦哥岭发现该属的成
员，首次证实了该属在世界热带地
区的分布，这对认识热带真菌与亚
热带—温带真菌间的系统发育和亲
缘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鹦哥岭发现金孢牛肝菌属一新种及一海南新记录种

系首次在世界热带地区发现此类菌属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 （记者
袁宇）2月14日，在三亚育才一处偏
远山区的水塘边，三亚热带莲业研
究中心邀请世界睡莲专家黄国振以
及武汉植物园、杭州天景水生植物
园、浙江天文园林有限公司等单位
相关专家对发现的睡莲进行了仔细
辨认。经确认，这株刚刚开花的睡
莲就是一株原生延药睡莲，极具研

究价值。据介绍，此次发现的原生
睡莲对促进我省培育具有本土特色
的睡莲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黄国振曾于2011年7月25日
荣登“世界睡莲名人堂”，是全球华
人唯一入选的“世界睡莲名人”。黄
国振透露，原生品种是未经人类因
素移植、原先自然存在生长于该地
的植物，土生土长的植物，并非外来

引进或杂交的品种。此次在三亚发
现的原生延药睡莲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对三亚睡莲品种改良具有重
要意义。

睡莲不仅具有营养和保健功
能，经济价值也很大，在我省业已初
步形成产业规模。海南梵净莲花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三亚热带
莲业研究中心执行院长李芝透露，

目前世界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当属
台湾热带睡莲，品种较多，行业发展
也较为成熟，目前我省种植的睡莲
品种大多从台湾引进。为了探索睡
莲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培育本土特
色睡莲产品，该中心邀请肖克炎、陈
煜初等睡莲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在
全省寻找本地原生睡莲，最终在三
亚育才找到原生延药睡莲。

三亚发现原生延药睡莲
对促进我省培育本土特色的睡莲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三亚计划安排122个重点项目
建立重点项目月度综合排名考核通报机制

2月16日，位于海口市新坡
镇的文山沉香文化产业园里，工
人们正在管护沉香树。

该项目是海口市南渡江流域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引进的产业项
目之一，2013年开始建设，目前
已投入资金7亿多元，种植沉香
树2400亩共计10万多株，带动
周边村民200多人就业。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秀霞 摄

发展沉香产业
带动村民就业

环岛高速及中线高速公路快速充电桩
全部上线

海南进入新能源
电动汽车环岛时代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李嗣明 宋印官）日前，海南东线高速公路黄
竹出口快速充电桩接入“度度充”平台上线运
行，标志着由海南电网公司建设的海南环岛高
速及中线高速公路快速充电桩全部上线，正式
投入商业运行。

此批充电桩的运行，打破了海口、三亚等城
市电动汽车仅能在本地行驶的孤岛问题，海南
进入新能源电动汽车环岛时代，开启海南新能
源汽车新时代。

据了解，此次沿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和中线
高速公路共建设了11个快速充电站（含2个城
市示范站）、40个充电桩，沿途平均65千米就
建设一个充电站，全部采用大功率、大容量高速
充电桩，普通家用轿车充电时间为20分钟至
30分钟。

同时，为了方便电动汽车车主使用各站点
充电桩，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和中线高速公路40
个充电桩全部接入了“度度充”平台。车主只需
下载“度度充”手机APP，便能准确定位充电站
点，充电时实时电子结算，方便快捷。

海口研讨会展业
创新发展
今年力争会展收入突破百亿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建丽）2017海口市会议
展览业协会年会暨2017海口市会展
业发展研讨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
获悉，2017年海口会展业发展以“质
量·创新”为主题，全年计划举办上规
模会展活动230场以上，力争会展业
综合收入突破百亿元。

本次研讨会由海口市会展局主办，
海口市会议展览业协会承办。研讨会
以“‘会展+’脉动经济命运共同体”为主
题，吸引了来自政府、社会及业界高度
关注。研讨会上各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实
际提出了会展业发展的建议，省内会展
专家以座谈方式进行了互动探讨。

据统计，2016年海口举办各类规
模以上会展活动 238 场，超额完成

“打造一批知名会展品牌，力争全年举
办规模以上会展活动220场以上”的
工作目标。并连续五年获得“中国会
展名城”大奖，荣获“年度中国最具创
新力国际会展城市”等称号。

琼海去年接待
游客1010.1万人次
收入57.3亿元

本报嘉积2月16日电（记者刘梦晓）记者
今天从琼海市相关部门了解到，2016年琼海市接
待游客突破千万人次大关，达到1010.1万人次、
旅游收入5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15%。

据了解，琼海市在2016年全域旅游成果显
著，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推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建成10个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并加快建设旅游委+旅游工
商、旅游公安、旅游巡回法院的综合管理体制。

2017年，琼海将推广“互联网+旅游”，加大
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万泉河、红色娘子军、博
鳌亚洲论坛、中国温泉之乡、潭门南海文化”等旅
游品牌知名度。在潭门等地区大力发展近海休
闲旅游，开发南海耕耘等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坚
持扩大旅游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开展旅游产
品质量提升行动。引导旅游服务企业发扬“工匠
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服务业的“百年
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同时，琼海还将提升全域旅游管理和服务
水平，建设功能齐全的旅游集散中心，充分发挥
旅游委+旅游工商、旅游公安、旅游巡回法院的

“1＋3”综合管理体制作用。注重提高旅游国
际化水平，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一个月

铁路离岛游客
三亚免税店
购物近700万元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黄
媛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国际免税城获
悉，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新政调整一个
月以来，铁路离岛旅客购物热情高
涨。截至2月15日，该店铁路离岛免
税购物销售额超过690万元，销售商
品10302件。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店内，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在精心挑选免税品，主要
香化品牌商店人头攒动。今年1月15
日，离岛免税政策进行第四次调整，将
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纳入离岛免税政策
适用对象范围，让很多乘坐火车离岛的
游客可以有机会购买心仪的免税品。

离岛免税政策的系列调整带动了
大部分火车离岛旅客的购物热情。据
统计，仅春节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铁
路离岛销售金额达到202.37万元，销
售商品2853件。

海南首家电动汽车
超市落户三亚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 （记者林诗婷）日
前，我省首家电动汽车超市在三亚市迎宾路汽
车城开业，为市民提供电动汽车信息咨询、车辆
选购、充电桩安装咨询、保险、上牌等一站式服
务，助推低碳经济进一步发展。

据悉，该电动汽车超市目前有宝马、吉利、众
泰、比亚迪等4款车型，技术创新、环保高效、节约
能源成为电动汽车突出亮点。据了解，三亚于日
前获批成为第三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该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推广，将迎来发展新契机。三亚将通过一系列

“减碳”举措，打造低碳经济、低碳交通、低碳建
筑、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六位一体”的
低碳示范城市。其中，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广，
将成为三亚推行绿色环保理念的重要措施。

该电动汽车的经营者——联合电动海南公
司负责人介绍，电动汽车超市除了能让消费者
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同时还能享受到专业销
售顾问提供的电动汽车信息咨询，车辆选购、充
电桩安装咨询、保险、上牌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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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项目3个

重点产业项目78个
三亚计划安排 122 个重点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551.6亿元

“五网”基础设施项目23个

医疗、教育等社会民生项目18个

制图/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