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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实习生 周夏茜

“为了早日实现铺前大桥建成通
车，今年的春节我们就在海南过
了！”1月 29日上午，在铺前大桥第
一标段施工现场，来自湖南的工人
刘伟红说。

此时，他正和10多位工友们一起
拼装大桥的钢内模，不远处另一组工
人则在绑扎钢筋。虽然当天气温骤
降，海上更是风浪大作，但施工现场却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机器轰鸣，不
少工人忙得汗流浃背。

“钢内模拼装好之后要吊装，然后
进行浇注，再拆下来重新拼装……就

这样，一段段往前推进。”铺前大桥项
目一标段安全总监沈锦强说，按照目
前的速度，预计今年4月中旬该标段
的左幅就能实现贯通。

半个多月前，铺前大桥首节段跨
越活动断层简支钢箱梁顺利完成了吊
装，成为了“海南第一吊”，也标志着铺
前大桥所有结构部位施工全部进入了
上构箱梁施工阶段。

铆足干劲的不仅是铺前大桥项目
施工人员。1月28日晚，天气阴冷，
小雨淅淅沥沥，但在距铺前大桥200
来公里外大山深处的琼乐高速项目
B1标施工现场，工人们身穿雨衣，挑
灯夜战，连夜开展碎石摊铺。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百日会战’

开展以来，工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大家
还想在年前再冲刺一把。”琼乐高速项
目B1标副经理胡边说。

同时，琼乐高速项目二代建段和
一代建段近日还顺利完成了各自的首
段沥青路面中面层试验段摊铺施工，
这也意味着琼乐高速项目的沥青路面
中面层施工即将大规模铺开。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狠抓
重点项目建设，以实干开局，服务美
好新海南建设。”省交通运输厅党组
书记、厅长林东说，今年琼乐高速和
铺前大桥两个重点交通项目都将建

成通车，万洋高速和文琼高速也在抓
紧建设。此外，儋州—白沙高速公
路、五指山—保亭—海棠湾高速公路
也已于去年底开建，“海南正推动

‘田’字型向‘丰’字型路网发展，并争
取早日实现县县通高速。”

在文昌昌洒—铺前滨海旅游公路
现场，记者看到，新修好的路面笔直宽
阔，沿途风景秀丽。据悉，该项目路基
及防护工程、路面工程、绿化及交安工
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全线的
路容路貌修整工作，力争春节前实现
整体通车目标。

在万洋高速，各标段你追我赶，纷
纷掀起建设高潮。近日，历时275天
的攻坚施工后，万洋高速土建6标岭

门互通隧道实现了双洞顺利贯通。本
月初，万洋高速土建7标新进分离式
立交桥最后一片箱梁也缓缓就位；几
天前，历经312天夜以继日的努力，万
洋高速土建8标的最后一片预制箱梁
浇筑完成，标志着该标段714片箱梁
预制工作圆满完成。

文琼高速施工现场同样捷报频
传，继全长 2.4 公里的万泉河特大
桥左幅中跨于本月初实现合龙后，
文琼高速土建 2 标迈号互通立交
S201 跨线桥现浇梁混凝土浇筑也
于本月中旬顺利完成。据悉，这也
是文琼高速全线 16 座现浇梁中最
大的一座。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本报石碌1月30日电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
茜）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东方市江
边乡白查村贫困户符亚那这几天忙
着准备年货。他说，自己终于有了
不愁过年的感觉。

就在几天前，和白查村其他贫困
户一样，符亚那也领到了由省交通运
输厅为贫困户提供的新年“礼
物”——三角梅种植产业的首笔分红
3000元。“感谢政府对我们贫困户的
关怀，感谢省交通运输厅帮助我们发
展三角梅产业，有了这笔钱，今年能
过个好年了。”符亚那高兴地说。

去年10月以来，省交通运输厅
依靠行业系统优势，帮助白查村贫
困户发展三角梅培育产业，并与中
线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和公路养护部
门达成定向销售意向，为贫困户采
购幼苗、铺设引水管道和喷灌系统
发展三角梅培育产业，定向销售作
为公路绿化苗木。

目前，第一批三角梅销售所得
款共计35万元，参与此项产业的贫
困户每户分红3000元。这笔钱也
让当地贫困群众的年人均收入提高
了600多元。

去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针对
扶贫点白查村下属的白查村、田头
村、南龙村3个村小组村民们的生
产、生活、住房等困难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积极为帮扶对象在脱贫致富

上出谋划策，除了尽力解决他们的
生产生活困难，还依靠行业优势，采
取多方举措，帮助贫困户增收。

去年，东方公路分局在白查村
招聘了12名临时工在江边道班从
事公路养护工作，每人每天有120
元-150元的收入。

此外，省交通运输厅还根据“长
短结合”“以短养长”“新旧产业相结
合”的思路，发展短期见效快的新型
产业，以此反哺长期的传统产业。
除了三角梅产业，省交通运输厅还
立足于“扶贫先扶智”理念，设立了
近400亩的芒果管理技术示范园，

出资20多万元聘请农业专家对贫
困户进行芒果管理新技术培训。目
前共举办了10期培训班，培训贫困
群众总计达1000人次。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还在白查
村实施生活用水工程，帮扶打深水
机井，投资5万多元进行入户水管
的铺设，帮助该村家家户户用上了
自来水；实施3个村小组生产道路
窄路面拓宽工程、漫水桥提升改造
等项目，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便
利的通行条件。经过一年来各方的
努力，目前，白查村113户贫困户已
脱贫102户446人，未脱贫11户55

人，脱贫率达到90%。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林东表示，今年，省交通运输厅将按
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工
作有关要求，在总结经验、巩固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美
丽乡村建设，积极整合白查村和各
方资源，做好规划布置，在不断提升
村庄整体环境的同时，努力引进龙
头企业，继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抓
好芒果管理技术培训，在确保今年
芒果丰产丰收的基础上，争取实实
在在地再增加群众收入，让贫困户
早日走上脱贫致富路。 《海南交通志》

专家评审会召开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雄 吴开心 实习生周夏茜）近日，由省交通运输
厅和省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组织举办的《海南交通
志》专家评审会在海口召开。与会专家对《海南交
通志》（评审稿）进行了认真评审，同时还就该书稿
资料运用、内容补充、图片说明等方面提出了修改
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海南交通志》由公路、道路运输、
水上运输、民用航空、铁路运输、交通行政管
理等6篇组成，共分 52 章 234 节，包括基础设
施建设、运输装备、运输市场、客运、货运、运
价、运政、辅助行业、企事业单位等内容。交
通行政包括：机构、政务工作、规费征收、运
输市场、重点工作、交通财物、安全生产、教
育科技及信息化等内容。该书较全面系统地
记载了海南省交通运输（1991～2010）的历史
与现状。

该书第一轮已于 2010 年 3 月正式出版，
第二轮编纂工作经过几年的资料搜集和志稿
编纂，几易其稿，目前已形成 70 多万字的评
审稿。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茜）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去年我省
港口货物吞吐量不断增长，全年完成
1.85亿吨，同比增长12.71%，海南正
向区域性国际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的
目标迈进。

据了解，去年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我省一批重点项目陆续
开工，经济持续升温，进岛钢材、水泥
等建材数量激增，港口化工产品、建
材、文化纸、木材等货源稳定，带动了
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尤其是海南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现代物流业等产
业的加速发展，拉动了集装箱吞吐量
的增长。同时，海南全域旅游建设也
为港口带来了旅客数量的增长。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该厅将继续贯彻省委、省政府有
关要求，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不
断加快海南港航业发展，加大港口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四方五港”格
局，着力建立安全、高效、通畅、便捷的
港航物流体系，助力海南打造港航业
核心竞争力。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茜）记者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去年以来我省积极推动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建设，全省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
展步伐加快，成效初显。截至 2017 年 12 月
底，我省乡镇通班车已实现 100%；全省 2561
个建制村中，已通客车的建制村为2153个，通
车率达84.1%。构建了覆盖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网络。

此外，邮政普遍服务能力、快递电商服务能
力全面提升，率先完成100%乡镇快递网点全覆
盖。全省2610个村邮站中，有1504个邮站拓展
了便民服务功能，“邮乐购”服务覆盖所有乡镇和
行政村。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该厅将在实现农
村公路通畅的情况下，根据各地编制的城乡道路
客运发展规划，落实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建制
村通客车工作。通过整合现有客运资源，优化并
调整客运线路，推行公交化改造等步骤，逐步实现
建制村通客车工作目标。

此外，“十三五”期间，我省还将安排专项资
金，计划建成1000个农村多功能候车亭建设，
惠及全省近150万农村人口，进一步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道路客运
融合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我省全面实行危货运输
企业电子运单管理制度

本报海口 1 月 30 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茜）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为促进我省货物运输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提高行业监管能力，强化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源头管控和动态监控，我
省从去年年底全面实行危货运输企业电子运
单管理制度，规范我省危货运输企业运输组
织流程，提高危险货物运输组织化水平、专业
化程度。

该制度实行以来，有效解决了我省运输企业
安全管理工作薄弱，所属人员及车辆“运输货物
不清楚、承托双方不清楚、起讫地点不清楚、运输
路线不清楚”“监而不控”以及危货运输车辆联网
联控在线率低等问题。此外，通过电子运单等信
息技术，该制度对于解决运管监管人员配备不
足、监管手段落后、精细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亦发
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危货运输企业电子运单管理制度
保证了每一个危货运输环节都有人员履行职
责，不使用电子运单不得承运危险货物，电子
运单管理系统缺少任何一个流程，企业都不能
派发电子运单，极大地提高了危货运输监管和
安全。

据省道路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
局将强化危货运输电子运单管理制度的实施，力
争彻底纠正危货运输企业不规范行为，有效遏制
危险货物非法托运和违法运输等扰乱市场秩序
的行为，真正实现行业管理部门对危险货物运输
行业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提升我省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安全运营管理水平。

据统计，目前，我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共39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共1186辆，运输的
货物种类有50种，其中，99.85%的货物在省内
运输，0.15%的货物运往省外，运往省外的目的
地主要有广东、广西和安徽等。据今年1月份
统计数据，我省危货运输企业共填报运单8719
单，已完成运输 8502 趟次，货物总重量 8178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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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简讯

省交通运输厅多举措扶贫显成效

三角梅花开红艳艳 贫困户分红乐呵呵
去年海南港口
完成货物吞吐量
1.85亿吨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去年我省货物吞吐量中

3358.56万吨
同比增长9.11%

完成209.47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26.85%

1502.95万人次
同比增长10.25%

完成459.37万标辆
同比增长18.52%

外贸

集装箱

滚装汽车

旅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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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1月30日电（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实习生周夏
茜）南国的冬，虽然寒意料峭，但贫
困户和基层工人们的心里却是暖乎
乎的。近日，省交通运输厅为扶贫
点的困难群众和一线养护工人提前
送去了春节的祝福和慰问品。

今天，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一行来到定安分局永丰道班及琼
海因公致残（四级）职工陈德畅的家
中，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号召全
体交通运输人向一线养护工人学习，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海南
交通运输事业作出新的奉献。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工会为扶贫
点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的困难群众
送去了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及慰问
金，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贫困
户的心底，并向他们致以春节祝福。

去年，在省交通运输厅的支持
下，白查村贫困户符程亮靠着种植

芒果和三角梅，收入实现了翻倍增
长。他告诉记者，自家原来的小房
子又黑又破，得益于政府实施的危
房改造政策，今年一家人住进了崭
新而敞亮的大房子。“我家的生活越
来越好了！”他高兴地告诉记者，自
己对今年脱贫充满了信心。

省交通运输厅开展春节慰问系列活动

送暖到基层 温情融人心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

全省2153个建制村
通了客车

1月26日，鸟瞰铺前大桥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新年伊始，我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加速推进

实干开新局 山海筑路忙

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一位村民在三角梅苗圃进行喷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