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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和研究院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邵长春 陈雪
怡 通讯员潘彤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交通力量，近日省交通
运输厅成立了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据悉，领导小组由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林东担任组长，其他党组成员担任副组长，厅相关
处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统筹、协
调、配合落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关工作，以达到最快速度最高
效率完成工作任务。

此外，当天省交通运输厅还成立了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交通运输研究院，该院与海南省交通
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主要负
责引进国内外自由贸易港建设交通运输方面专
家，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港航规划提
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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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与中远海运集团座谈

探讨合作打造港口资源
整合省级平台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邵长春 陈雪
怡 通讯员潘彤彤）为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
署，省交通运输厅与中远海运集团战略与企业管
理本部于4月24日下午举行了座谈会，双方就
合作推进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等事宜进行了探讨，并达
成相关共识。

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加快打造我省港口资源
整合省级平台、推进合作框架协议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就航运、港口、金融、物流、社会化产业、总部
经济等方面的深入合作进行了探讨；围绕海南构
建国际集装箱区域中转枢纽港的总体定位、琼州
海峡港航一体化、海南省港航业务的重组整合等
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下一步，双方将在统筹我省港口功能布局和
发展规划、实现航运业务与港口运营及相关延伸
服务的综合性发展、构建海南省航运物流供应链
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我省对外
进出口物资及转口贸易增长，以及海南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运输保障和支撑。

省公路管理局部署养护
工程项目推进年工作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邵长春 陈雪
怡 通讯员潘彤彤）近日，省公路管理局召开养护
工程项目推进年活动工作部署会议，通报2018年
在建养护工程项目情况，并进行工作部署。

会议要求，新时代的养护工程工作要与海南
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战
略相结合，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要落实项目管
理“六个一”制度，按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将推进工
作落实到位；要干干净净推进项目建设，坚守廉洁
底线；要严格落实奖惩机制，对项目推进滞后的单
位进行追责。

全省航运业务知识培训
班圆满结束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邵长春 陈雪
怡 通讯员钟保任 潘彤彤）为进一步提升我省航
运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和规范管理的水平，以
及全面推进我省水路运输行业健康发展，省港航
管理局近日举办了2018年度海南省航运业务知
识培训班，全省各有关市县水路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及水路运输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紧密结合我省港航日常工作需求及
未来工作走向，将“港航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交
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注化建设评价管理办法解
析”和“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等内容作为重点，
特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以及上海国际航运
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业务骨干现场授课，保障了本
次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陈雪怡 通讯员陈长吉 王勇）

“海南公路驿站真好，让我度过了舒适
开心的一晚，谢谢你们！”4月19日一
大早，来自北京的驴友老刘离开海口
大坡道班公路驿站时，连连道谢。前
一天傍晚，老刘骑行路过此地，在此借
宿过夜。他说，在大坡驿站，自己感受
到了宾至如归的温暖，也感受到了海
南人民的热情。

据悉，去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和交通运输部的大力支持下，
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省公路管
理局不断加大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驿站
的建设力度并已初具规模。

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35个符合
交通运输部标准的公路驿站，陆续接
待驴友2000多人次休息或夜宿。随
着今后的不断建设和改善，公路驿站
将成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和全域旅游交通出行的重要名片。

据悉，这批公路驿站除了少部分
是新建或与市县共建外，大多数是充
分利用现有的公路道班（便民服务点）

改建提升而成的，分布在海南岛内各
市县的国省干线上，具有车辆停放、公
共卫生间、洗浴、室外休息、帐篷露营
区及室内夜宿等功能。部分驿站还建
有第三卫生间、无线WiFi等配套设
施，同步完善了路网信息咨询等服务。

在省交通运输厅指导下，我省各
地的公路驿站充分挖掘本地特色，如

琼海大路公路驿站田园风光如画，儋
州东成公路驿站侯臣咖啡香浓，保亭
大本公路驿站民族风情浓郁、定安南
金公路驿站热带果园清新可人、五指
山毛阳公路驿站有海榆中线废弃桥可
供怀旧参观等等。

据介绍，2018年-2020年这三年
内，我省拟结合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的建设和发展需求，再建52个普通干
线公路驿站，并计划于环岛旅游公路
建设中逐步完善沿线50个景点，建成
50个世界一流的旅游公路驿站，形成
镶嵌在海岸线的“珍珠项链”，融合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

此外，我省还将逐步提高服务设
施的自动化程度和动态监控能力，逐
步实现公路交通运输实况和信息发布
联网管理，将公路路况、气象等公众出
行信息实时滚动播报，并陆续利用微
博、微信等公共网络平台，实时发布公
路出行相关信息，多渠道提供交通出
行信息服务。

本报营根4月27日电（记者邵
长春 陈雪怡 通讯员张璐 符竣凡）夏
天脚步越来越近，琼中至乐东高速公
路项目也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即
将迎来全线建成通车。这条地处我省
中部核心生态区的重点公路项目，从
开工初期就坚持“要把路修进去，不要
把破坏带进去”的理念，以打造“生态
路”为基础，大力推进“景观路、旅游
路、交通路、幸福路”建设。

据了解，琼乐高速在选线之初就
坚决推行生态环保设计，以当地地形、
沿线设施、河流作为主要控制点，平面
选线沿山脚布线，主线路线沿河岸布
设，跨河桥设置沉淀池，服务区设置污
水处理装置。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按照省委、省
政府要求，在省交通运输厅统一部署
下，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多次组织行内专
家进行评审和论证，要求代建指挥部设

置环境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通
过合理选址场站及驻地、弃渣综合利
用、土表资源收集回收利用及工点集污
处理等，实现资源节约，并采取桥下植
被合理保留、表土保存利用、珍稀古树
移植保护等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同时，琼乐高速还积极推行“互联
网+工程建设”管理等新理念，采取

“现场重要施工点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等新方法，加强全过程监管，推动无纸

化办公；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采用
了混凝土砂石分离系统、泥浆回收系
统、废旧轮胎固土生态护坡、环氧锌基
聚酯复合涂层防腐护栏等新设备、新
技术、新工艺。

当前，琼乐高速正处于路面施工
阶段，为进一步提升景观绿化标准，贯
彻落实“造价服从生态”的建设理念，
省交建局制定了《景观绿化工程实施
方案》，将绿化收尾工作及相关要求进

行逐一梳理排查并形成清单，逐一销
号处理。目前，弃土场复原、桥下复
绿、边坡修补等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琼乐高速项目还将生态文明、绿色
低碳理念融入项目建设发展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在公路规划、设计、建设、养护和
运营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强化创新
绿色低碳管理，提高能源、土地、材料等
资源利用效率，努力降低二氧化碳等污
染物排放量，发挥绿色交通引领作用。

将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理念融入项目建设全过程

琼乐高速铺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海南公路驿站建设初具规模，将成为助力全域旅游出行靓丽名片

温馨小驿站 温暖旅人心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陈雪怡
通讯员 潘彤彤 符士春

4月26日早晨，海口港又迎来了
繁忙的一天。作为我国沿海24个主
要港口之一，它不仅是我省与大陆联
系的重要交通节点，更是全省综合运
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满载集装箱、油
品、粮食、杂货、游客和汽车的客货滚
装往来于琼州海峡之上，频繁进出海
口港，甚至连火车这种庞然大物也要
藉此进出岛……

港口，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资源和重要支撑，而海南作为岛屿
省份，建设国际一流港口的意义对于
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尤为重

要；特别是在未来我省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航程中，港口更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经过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开
发建设，我省港口取得了长足发展，目
前已形成以海口港为全国主要港口，
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和清澜港为地
区性重要港口的分层次布局和“四方
五港多港点”发展格局。

近日，海南党政代表团分赴全国各
自由贸易试验区考察学习，代表团成
员、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
在走访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各个繁忙的港口和
码头后，感触很深，他说，广东的交通基
础设施发达，特别是港口等综合交通枢

纽功能完善、方便快捷，为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这方面值得海南交通人学习借鉴。”
此次考察，根据省委安排，省交通

运输厅参与了赴广东、福建、天津、辽
宁、上海、四川、河南7个省（市）自贸
区的考察学习，也足见港口等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在未来的自贸区和自贸港
建设中的重要性。

据统计，去年全省港口完成货物
吞吐量已达1.85亿吨，并已形成了覆
盖全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内贸航线网
络及连结东南亚、辐射亚欧的外贸航
线布局；今年还计划开通至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集装箱航线。

虽然目前我省港口建设已形成

了一定规模，但对标自贸区和自贸港
的建设要求，特别是与第三代、第四
代现代化港口相比较，差距仍较大。
港口发展“散、乱、弱、小、低”的总体
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缺乏核心
竞争力。

“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坚持规
划先行，规划站位高，谋定而后动，不
但能够有力指导自贸区当前的发展，
也为未来复制推广经验留下发展空
间。”林东说，从地理位置看，我省地
处祖国最南端，靠近国际主航道，海
上交通十分便利，必须对标国际一流
港口建设水准发力，“交通人要在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先手棋、排

头兵作用。”
目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正在加快建设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加快推动全省“海陆空立体化交
通系统”的一体化，增强海南与国内外
的互联互通水平，做好自贸区和自贸
港建设的交通基础配合和保障。

在推动港口码头、邮轮母港、游艇
码头等基础设施完善升级的同时，我
省还将加快促进传统航运向水上旅游
和高端服务业转型，推动海南邮轮游
艇产业发展和海上旅游航线开发，高
品质、高标准打造1000海里环岛海上
旅游黄金水道。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我省已形成“四方五港多港点”发展格局，将对标国际一流港口建设水准发力——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起航

平面选线沿山脚布线，主线
路线沿河岸布设，跨河桥设置沉
淀池，服务区设置污水处理装置

弃渣综合利用、
土表资源收集回收利
用、工点集污处理

采用了混凝土砂石分离系统、泥浆回收
系统、废旧轮胎固土生态护坡、环氧锌基聚酯
复合涂层防腐护栏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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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港区小铲滩码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保亭大本公路驿站。 省公路管理局供图 五指山毛阳公路驿站。 省公路管理局供图

去年我省新增及更换
新能源公交车883辆
8市县完成推广应用指标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邵长春 陈雪
怡 通讯员潘彤彤）日前，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
部门对我省2017年度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情
况进行了检查考核。去年我省顺利完成了国家推
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60%的占比指标任务。

据统计，2017年度我省共有海口、三亚、儋
州、万宁、东方、五指山、昌江、澄迈、保亭、琼海等
10个市县新增及更换公交车，全省新增及更换公
交车共计1381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含纯电及
插电混合动力）883辆，占比64%；三亚、万宁、东
方、儋州、昌江、五指山、澄迈、保亭等8个市县完成
推广应用指标，为我省实现国家2020年新增及更
换公交车新能源化90%的指标任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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