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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彭珊珊

东方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迎接
历史发展机遇。高效快捷的航空运
输业，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
擎之一。5月25日，东方市发改委主
任韩江畴告诉记者，为贯彻落实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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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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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海口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展三亚新机
场、儋州机场、东方/五指山机场前期
工作，加密海南直达全球主要客源地

的国际航线，东方市积极谋划部署，
着手启动东方机场建设前期准备工
作，计划从今年5月开始，力争用两年
左右时间完成机场前期工作，争取机
场早日动工建设。

发展航空业区位优势明显

东方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东方
机场建设，有着现实的依据。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东方发展航空业区位优
势明显。

东方新通用机场一期工程竣工
在即，项目业主中信海洋直升机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新通用机场有关负
责人认为，东方市是省内不可多得
的发展航空业的黄金地点。他说，

海南东方地处中国——东盟区域经
济合作地理中心，内靠泛珠三角区
域经济合作区、大西南区域经济合
作区、北部湾经济区，外邻亚太经济
圈的东南亚地区，区位优势明显。
经过军民航专家调研，东方建机场，
位于空管南北分界线上，飞行条件
良好，且与周边机场距离良好，受飞
机飞行影响较小。东方市发展航空
运输业，具备良好的空域资源，发展
临空和产业园区优势明显。

东方是海南滨海城市之一，宜
居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近年来吸
引大量“新东方人”迁入，据统计，在
2018 年春节期间的人数达到了 20
万。这也是东方特有的一个“人口
资源优势”。

东方市发改委主任韩江畴告诉
记者，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都是国内十分繁忙的国
际机场，东方筹建的机场是支线国
际机场，届时能分流南北两头机场
的压力。

积极准备争取早日动工

为加强前期工作的组织领导，
东方市出台了《东方机场建设工作
方案》，成立了东方机场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东方
市发改委。为熟悉机场建设流程，5
月 10日，东方市政府相关分管领导
带领市政府办、发改委、规划委等7
个部门前往琼海博鳌机场考察。重

点对机场建设选址、报批、用地、建
设、运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深入的
考察、学习，充分学习、借鉴博鳌机
场建设经验，同时拟定近期组织相
关人员前往民航总局取经，夯实经
验基础。

据悉，为保障东方机场前期工
作顺利推进，目前东方市政府拟定
年内拨付 1000 万元作为前期工作
经费，并将机场项目列入2018年百
日大招商项目，通过广泛招商，引入
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负责机场建
设、运营。东方机场一期计划按4C
级机场兴建，二期计划按4E级标准
建设，计划投资 30 亿元，占地面积
约5000亩。

（本报八所5月27日电）

抢抓启动国际机场建设机遇

东方：发展航空运输业正当时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拥有天然深水良港，G98环岛
高速和国道225线、西环铁路穿城
而过，东方，这座位于琼岛西南的城
市，呈现出其他市县难以比拟的交
通和区位优势。而2012年以来，东
方城区的城市交通也按《东方市城
市总体规划》大步前进，“五横八纵”
的城市规划，已完成“四横两纵”，5
年建设主次干道73.5公里，打通断
头路，修建、升级改造支路和小街小
巷110公里。内外交通优化升级，
居民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市政道路日新月异

“一到晚上，市政道路灯火通明，
人行道上，随处可以看到散步的人们。”
5月24日，东方市住建局副局长符兴
彧说，“东方市这几年的城市变化很大，
市政道路日新月异，居民幸福感提升。”

符兴彧摊开《东方市城市总体规
划》向记者介绍，东方的市政路网建
设，按“五横八纵”来规划建设。横线
拉宽拉通城市南北“动脉”，纵道打通
各个横线。五横已建好了滨海路、东
海路——琼西路、二环路、新小线。

纵线方面，全长 13.5 公里的
“门户大道”——东方大道，刚刚完
成“白改黑”工程，崭新的马路，从
G98高速路东方路口向西一路延伸
至新港码头，一路连接城市横线，
奔向海滨，气势磅礴。另一条纵线
解放路从老城区向东延伸至西环
铁路东方站，见证了城市这几年美
丽变化的纵线，动车站带来了时尚
快捷便利的交通，也为城市发展提
供了契机。

位于老城区的滨海中路，原先只是
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支路，长2.38公里，
沿线是港务局和铁路局的宿舍区，住户
众多，东方第五小学也在附近，道路经
常拥堵。2016年东方市设法将这条路

拓宽至28米，市民出行交通更加便捷。
琼西路，是八所镇通往四更镇、

三家镇的必经之路，长3公里，原先只
有20米宽，且路面破损严重、坑坑洼
洼。2016年东方市用10个月的时间
将此路拓宽到40米，“拓宽后的道路
不再经常拥堵，群众纷纷称赞。”符兴
彧说。

新建的北黎路，将琼西路和滨海北
路相连，方便市民到达海边，“东方的夕
阳很美，驾车去海滨赏落日很方便。夕
阳西下时，你也可以从琼西路往北黎大
桥去，在北黎桥上赏落日。”东方市住建
局建设股负责人陶子甲说。

将河流纳入城市生活

东方市内交通南北横线“五横”
只剩下“一横”——三环路待完
成。这个三环路可不简单，建成
后，它将连接东方市区北南两条大
河北黎河和罗带河，将两条河流纳

入城市生活，而且三环路还将穿过
东方市区内的未开发地段，给城市
带来很大发展前景。

“三环路已开工建设市内福龙中
路一段，路宽50米。”符兴彧告诉记
者。相对“五横”，“八纵”建设主要是
将横线打通，形成更密和更便利的城
市路网。东方市目前已完成两条纵
线建设，未来还将再建6条。

符兴彧还告诉记者，东方已建
有通达北黎河的道路，沿罗带河
将建一条纵线。目前罗带河正进
行生态修复，沿河修了观景平台
和亲水台，当贯通北黎罗带两河
的三环路和罗带河纵线修抵，市
民就能更方便地欣赏到两河的自
然风光之美。

东方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东方计划在两年内基本消除市
区内所有背街小巷等黄土裸露的地
方；三年内将基本将东方市区的路
网全部联通。

“白改黑”安静了城市

城市道路“白改黑”是将水泥混
凝土路面（灰白色），改造成为沥青混
凝土路面（黑色），沥清路面具有抑制
扬尘、降低噪声、增加行车舒适性的
作用。东方市自2017年7月起启动
城市道路“白改黑”项目，将水泥混凝
土路面逐年全面升级。东方大道最
早的一段兴建于 1998 年，失修多
年。经过“白改黑”改造，东方大道重
现便捷。

“今年打算对5条道路进行‘白改
黑’。”符兴彧介绍，东方下一步将对全市
建成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白改黑”改
造，全面提升城市道路形象和舒适度。

如今，无论是市中心，还是北黎
河边，或者是城市的各条街道，晚上出
来散步休闲的人都多了，城市道路的
便捷舒适，拓宽了人们的生活空间。
东方，正朝一座迷人的城市发展。

（本报八所5月27日电）

5年建设城市主次干道73.5公里,升级改造支路和小街小巷110公里

条条大路畅东方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今年春节期间出现了最高客流量，一天
超过8000人次。”5月23日，西环高铁东方站
当天值班站长张顶玲告诉记者，通过动车来往
东方市的人员日益频繁，自2015年开站以来，
东方站人员往来的客流量约占西环高铁客流
量的40%，是“最具人气”的车站。快捷便利、
时尚舒适的动车进进出出，带动了东方的经济
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变化。

日常客流量多达4000人次

张顶玲说，2015年 12月 31日开站起的
一年内，西环高铁东方站日常客流量为2000
至 3000 人次，2017 年至今，日常客流量达
3000至4000人次。春节期间和清明节期间
是两大客流高峰期，2018年春节出现了最高
客流量，一天超过8000人次，今年清明节期
间日客流量也超过7000人次。她介绍说，首
次开站时，环岛高铁西环线日常开行22趟车
次，开满最多一天达27趟车次，现在日常开
26趟车，开满可以达到31趟车次，有5趟车
是根据客流量需要备开的。其中东方始发的
车次有东方到琼海的 7212（10：57 开）和
7216（16：35开），都属于备开车次，客流量大
时开动。

动车通了城市变了

“现在从东方去三亚或海口，很多人选择动
车出行。舒适便捷的动车方便了群众出行。”张
顶玲说。说起动车开通后对于城市发展的促
进，她深有感触。“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房地产业
迅猛发展了。东方开通动车的这两三年内，一
幢幢漂亮的住宅高楼在东方拔地而起，新的小
区一个接一个出现，东方站旁边的“山海湾小
区”能住几万人，目前已一售而空。城市面貌日
新月异。“从东方站去三亚和海口都很便利。加
上东方适宜的气候条件和滨海城市优点，让很
多人选择在这里购房定居。”

她说，动车进来后，市民的出行也有新
变化。一是俗说大年初一不出门，现在大年
初一的客流量也很大。二是早上坐动车出
行，晚上坐动车返回的“一日游”客人不少。

“很多市民坐动车出去短途旅游，当天去当
天回。”

西环高铁东方站站前一侧的停车场免费停
车，交警只要求旅客必须按照箭头所指方向停
车。“此举实在太方便在东方工作的人们了，周
末回其他市县，将车停在免费停车场，十分方
便。”一位旅客说。

23日当天，记者从东方站获悉，当天东方
站发送旅客人数3177人，进站人数3070人，售
票张数3240张。

从清晨到夜晚，东方站旅客来来往往，不断
涌进涌出的人流活跃着这座城。

（本报八所5月27日电）

日最高客流量超过8000人次
客流量约占西环高铁的40%

东方站成为西环高铁
“最具人气”车站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为今天 20 时的惠民演出，东方市艺术
团15时就从市区出发了。这是今年该团的
第7场惠民演出，演出地点在东方市东和镇
佳西村。佳西村是个黎族村庄，距离八所城
区40多公里。

东方市艺术团2008年建团，现有29人，今
天演出出动23人。

进村演出，艺术团更多的是选择一些群众
喜闻乐见的节目。东方艺术团队长谢娟告诉
记者，今晚一共有12个节目，以舞蹈为主，有
群舞、女子三人舞、男子双人舞、快板舞蹈、男
女独唱和萨克斯管演奏等。旋律以欢快为基
调，舞蹈主要以现代舞为主，快板舞内容是宣
传东方“双创”行动的，而舞蹈《这么近那么远》
则是取材于现代社会中手机对人们生活和情
感的影响。

20时刚过，演出开始了，佳西村委会办公
楼前的篮球场就是舞台中心，村民男女老少都
出来观看，人群将舞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邻
村也有村民骑着摩托车来观看。

姑娘们曼妙的舞姿舞起来，动听的歌儿唱
起来，好多村民举起了手机录视频。

21时 30分左右，最后一个节目演完了。
“越看越好看，越看越精彩，还想再看一遍。”60
多岁的黎族阿伯符德福说，“现在还不到10点，
还可以再演一遍。”

另外几位村民也表示，这是头一回在村里
看到这么好看的节目，希望在家门口能经常有
这样的节目看。

“下次来演，将来演节目‘懒汉脱贫’，结合
当下的精准扶贫工作，鼓励村民树立不等不靠
不要精神。”东和镇驻村干部吴桂芳给艺术团

“预定”节目。她说，当下扶贫任务很重，希望文
艺演出能帮忙。

东方市艺术团团长沈宏海说，艺术团下一
步会根据村民需要，创作新节目，让演出更加符
合现实需要，更接地气。

（本报八所5月27日电）

东方市惠民演出到黎村

好戏送到家门口
文化惠民助脱贫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2015年，东方八所港以建设南海
开发装备及后勤保障物流基地、南海
油气上岸加工储存物流基地、环北部
湾区域物流中心的“两个基地、一个中
心”的总体规划已通过海南省交通运
输厅组织的评审。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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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
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
系，为八所港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机遇。

据海南八所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资料，东方八所港是距离东南亚国
家最近的中国港口，同时，南海海上运

输通道是国际海运最繁忙的交通线之
一，我国内陆现阶段能源进口的88%
以及广东、广西、海南三地进出口贸易
总量的三分之一都经过该海域运输。
而八所港是临近这条黄金通道的海上
交通枢纽。

东方市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黄兆周认为，八所港的
区位优势明显，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
是八所港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承载能力
强。东方“两个基地、一个中心”的规
划有17公里的海岸线，包括工业园区
在内，还在近40平方公里的陆域，承载
能力优势是突出的。

“东方国际机场如果建成，我们交
通条件不比海口、三亚差。东方物产
丰富，现代化农业发达。将来这个地
方，能发展国际贸易，可以吸引高端的

人来居住。”黄兆周说。
黄兆周说，八所港具有做大宗

商品的国际贸易条件，八所港可以
发展成为全球的石油化工大宗商
品贸易中心，适合做化工产品的全
球的期货中心和期货交割中心。

“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大量的土地
做储备，还要建很多码头和港口，
东方有这个条件，而且目前已有很
大的化工项目落户东方，其中有
140 万吨的尿素项目、140 万吨的
甲醇项目，以及 200 万吨的炼油项
目，特别是天然气化工，东方是全
国最大的天然气化工基地，拥有技
术先进，有了这些做基础，八所港
完全可以做全球的化工品贸易。”
他说。

（本报八所5月27日电）

区位优势独特 发展空间巨大

面朝南海看东方 国际商机叫人喜

5月24日，船只在东方八所港二期码头通过管道装载油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从东向西贯穿城市的东方大道经过“白改黑”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东方市住建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