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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纵深

《规划》还明确了推广清洁能源
汽车的重点任务，强调要建成高效、
绿色、智能的能源加注基础设施网
络，坚持充电为主、加气为辅，加氢提
前布局的原则，力争通过3-5年时
间，建成覆盖全省、满足各类型清洁
能源汽车应用基本需求，数量富余、
快慢充互补、多场景结合、智能化的
充电网络和加气网络。

到2020年，省内充电基础设施总
体车桩比例要小于3：1，2025年确保
小于2：1，公共充电桩方面小于7：1；
全省高速公路单向公用充电区服务距
离应小于50公里，实现全域快速交通
主骨架和充电网络融合协同，尤其是
环岛旅游公路先行推进建设完善。

同时，推进增量和存量汽车双向
清洁能源化，实施严格的机动车总量

控制，2025年前后适时启动省内禁
止销售传统燃油汽车的时间表研究
工作；合理分配各领域、各区域的汽
车增量指标；重点引导私人使用领域
在报废更新、新增购车环节购买新能
源汽车。

《规划》强调要完善新能源汽车
社会化的便利、经济使用环境，打通

“停”“行”关键环节。发挥政府公共

资源的调控管理能力，研究制定省内
新能源汽车专属通行和停车位等公
共资源使用差异化管理政策；鼓励海
口、三亚等交通拥堵较为严重地区，
实施分时段、分区域限行政策，并给
予新能源汽车非受限路权，在条件允
许区域探索设立专用车道；并实施新
能源汽车专属停车位或实施优惠停
车费用政策。（本报海口8月23日讯）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力争2030年实现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

高速公路将每50公里设充电桩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期组织编制完
成了《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
划（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规划》），并于23日正式公开向公
众征求意见。

省工信厅负责人表示，《规划》
围绕2030年中长期愿景制定了
三个阶段性目标，对全省清洁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和新能源汽车全产
业链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规划》指出，经过多年发展，
我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已具
备一定基础，而目前车辆尾气污
染已成为我省大气主要污染源，
推广清洁能源汽车是优化空气质
量、解决交通污染的有效途径。

《规划》强调，要坚持生态强省
战略，建成国际首创的清洁能源汽
车生态之岛，打造全球范围内的首
次全域性推广应用创新案例；建成
开放、共享的清洁能源汽车示范之
岛，以及可持续发展、跨界协同的
清洁能源汽车创新之岛。

《规划》设定了我省清洁能源汽
车推广技术路线，新能源汽车将作为
中长期、全领域重点应用产品。

纯电动汽车作为主流产品，覆盖
公务车、城内公交、巡游出租车等公共
服务领域以及租赁车、网约车、城市环
卫等社会运营领域和私人使用领域。

而插电式/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作

为过渡性产品，主要在私人使用领域及
网约车、租赁车等社会运营领域应用；
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产
品技术，前期重点针对社会运营领域以
及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开展示范运
营，并逐步扩大至其他用车领域。

天然气汽车作为特定区域、特殊用
途、特定领域的阶段性补充产品，主要

应用于城乡客运、长途中重卡等中大型
和中长距离的客运、物流运输货车等。

我省将以政府财政支出和直接
或间接管控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国有
企事业单位公务、公交、巡游出租等
领域用车为突破口，率先启动清洁能
源化工程。自规划发布起，除特殊用
途外，公务车新增和更换车辆将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社会运营领域将充分利用细分

领域车辆使用批量化、线路固定、强
度高等特点，约束和引导并举，在轻
型物流配送、城市环卫、网约车、租赁
车、旅游车、班线车等领域加快推进
清洁能源化。同时，积极培育私人消
费者用车习惯。

《规划》强调，将全省推进汽车
清洁能源划分为重点先行区域、优
先发展区域和积极促进区域三级
梯队。

重点先行区域包括海口、三亚、
儋州、琼海、三沙；优先发展区域包括
文昌、万宁、陵水、东方、澄迈；积极促

进区域包括五指山、乐东等9个中西
部市县。

海口要大力支持市内核心区域
和江东新区、美安科技新城、美兰临
空产业园、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等特色
区域打造清洁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示范区。

三亚要探索创新“清洁能源汽
车+国际旅游城市”发展路径，在机动
车保有量控制、交通监督管理、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等方面先行先试。

优先发展区域各市县将重点依托
环岛滨海旅游公路的巨大优势，以东
西两翼加快发展为契机，推动文昌和

澄迈积极融入海口推广应用示范圈。
积极促进区域各市县将结合旅

游服务业，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乡村特色小
镇等区域打开推广应用突破口，通过
探索建立若干零碳排放区，助力中部
山区生态保育。

海南环保世纪行

本报定城8月23日电（记者邓
钰）8月23日，省人大常委会全省一
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情况调研暨
2018年海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在定
安县调研时表示，农民生产中产生的
农业废弃物处理粗放、综合利用水平
不高的问题，正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治
理的短板，应严抓“限塑”工作，推动农
业废弃物有效回收和利用，推进乡村
生态环境治理，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23日下午，调研组在省人大常委
会环资工委主任叶振兴的带领下，依
次前往定城镇的天安超市、路兴商行、

农贸市场和龙州洋罗温田头综合服务
站等地展开实地调研，了解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销售、监管情况和农用地膜、
包装袋及农药瓶回收、垃圾分类回收
处理等情况。

据了解，定安通过与企业、个体经
营户签订责任书，要求其在经营和服
务过程中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
袋。然而在路兴商行、农贸市场等地
实地走访时，调研组发现，部分商贩责

任意识较弱，为节约成本，仍私自购买
一次性塑料制品。

对此，定安县工商局副局长王武
表示，该局将以农贸市场、超市和小商
品交易市场为重点区域，联合多部门
开展执法检查，不断加大查处力度，强
化对一次性塑料制品批发源头、物流
储运的监管。

在龙州洋罗温田头综合服务站，
定安县农业局副局长林峰介绍，传统

的农用地膜残膜难以降解。“定安仍有
待进一步科学开展农用地膜、包装袋
以及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工作。”他说。据介绍，定安今年正通
过试点建设和运营集瓜菜检测、农业
技术服务和垃圾分类收集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站，聘请专业人员负责
农用地膜残膜和农资废弃物的收集、
存放和转运工作，科学处理废弃物，保
护农田生态环境。

调研组建议，定安应因地制宜，尽
快形成农业废弃物科学处理机制，让
农业废弃物就地消纳、综合利用，并采
取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方
式，逐步构建相对完善的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治理模式。

据了解，定安正制定农业废弃物
回收的相关试点办法，并通过试点建
设田头综合服务站和完善农村垃圾分
类体系，不断推进“限塑”工作。

调研组赴定安调研时建议：

以“限塑”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23日，据参考消息报道，俄
罗斯主流媒体《俄罗斯报》刊文《海口
推进夜市改造 唤醒城市“夜生活”》，
点赞海口借助城市更新契机，加强对
夜市的监督管理，海口夜市建设进入
政府引导、布局合理、发展有序的良性
轨道。

据《俄罗斯报》8月17日报道，3
年前，油烟熏天、污水横流、无序经营
的“马路夜市”曾一度让海口城市管理
陷入“窘境”。为此，2017年，海口市

启动建设海垦花园夜市等10处夜市，
按照“净化、绿化、彩化、亮化、美化”的
要求统一升级。海口还借鉴台湾夜市
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加强对夜市的监
督管理，规范夜市经营秩序。夜市对
摊位经营者的卫生条件、食品安全等
提出了严格要求，不达标的经营者将
会得到处罚。

报道称，夜市是城市最有“人情

味”的地方，也沉淀着一座城市独具特
色的文化记忆。7月27日，海口市成
立了夜市发展联合会，推动海口特色
夜市更加健康有序发展。各式特色美
食不仅让海口市民记忆中的熟悉味道
回归，也成为外地游客感受海口风情、
体验海口文化的好去处。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升级后的海口夜市既能满足

游客的美食需求，本身也是一处景点，
将推动更多的旅游线路纳入夜市，丰
富海口旅游内容。

海口夜市也得到了海外游客的
青睐。7月20日，来自英国、法国、意
大利、德国、西班牙、丹麦6国的欧洲
城市代表团来到海垦花园夜市亲身
体验夜市文化，品尝特色美食，感受
海口的轻松惬意。海南粉、冷饮、烧

烤、海鲜、椰子汁……琳琅满目的美
食让欧洲城市代表团的成员们大开
眼界，海口热情洋溢的“夜生活”得到
成员们的点赞。

为进一步拉动旅游消费，海口旅
行社还量身订制了以美食为主题的海
口夜市行程，推出海口夜市旅游线路，
挖掘文化内涵，让更多国内、国外游客
感受海口的城市味道和城市记忆。

《俄罗斯报》刊文点赞——

海口夜市成城市形象靓丽名片
外媒看海南

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
综合物流园厂房建设完工

目前6家企业入驻

8月20日，俯瞰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
物流园。

2万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近期已
经建设完工，目前该园区已经吸引海
南椰风加工坊有限公司、海南瑞今农
业产业化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东源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入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实习生 牛良玉 摄

中国铁塔海南基础网络完善
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逾18亿元
计划今年12月竣工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
改革委22日披露的信息显示，总投资达20亿元
的中国铁塔海南基础网络完善工程项目进展顺
利，截至今年7月底，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18.37
亿元，计划今年12月竣工。

中国铁塔海南基础网络完善工程项目于
2016年开建。中国铁塔今年拟在海南完成2331
个4G无线基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截至今年7
月底，已完成1615个站点的建设。中国铁塔海
南基础网络完善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助于提
升我省信息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助力“信息智能
岛”建设。

据了解，中国铁塔海南公司集海南电信、移动
和联通三家运营企业优势资源于一身，可以最大
程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使海南3家通信运营企业
的整体网络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完善和提升。

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累计
完成投资约31.62亿元
计划明年12月竣工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披
露的信息显示，总投资约36.21亿元的海口南渡
江引水工程进展顺利，项目开工迄今累计完成投
资约31.62亿元，其中今年1-7月完成投资3.77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3%。项目计划于
2019年12月竣工。

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于2015年开工建设。
截至今年7月底，东山闸坝主体工程完工，东山泵
站厂区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东山泵站至岭北水
池压力管道进行压力管道安装完成1611.5米；美
安科技新城供水线路管道段完成5732米；美安黄
竹分水泵站正在进行厂区混凝土浇筑；中西部供
水线路输水箱涵段完成1403米；隧洞累计进尺
9864.85米；隧洞出口至永庄水库箱涵段累计完
成2870米；龙塘左泵站厂区正在进行混凝土浇
筑，灌区工程正在进行水塔基础开挖及基础浇筑；
东部城市供水线路已完成龙塘右-昌德管道安装
2334米，昌德-云龙段管道安装1030米，昌德-
江东管道安装3714米。

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海口
缺水矛盾，解决羊山地区农业灌溉用水问题。

海口走进四川举办旅游推介活动

“海口城市餐厅”成都开张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张期望）海南日

报记者8月23日从海口市旅游委了解到，海口市旅
游委主办的“海口城市餐厅”旅游促销活动23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启动。此次旅游促销活动以“海口城
市餐厅”为载体，将海口美食带到成都，让蓉城人民
畅享椰城美食。为让更多当地市民了解海口，“海
口城市餐厅”23日在成都市春熙路红星广场开业，
将持续“营业”4天，至26日结束。

本次旅游促销活动主题是“‘嗨’在旅途，尽享
‘口’福”。活动启动当天，椰子鸡汤、海鲜粥、清补
凉、老盐系列饮品、海南土特产等美食、美景悉数
亮相“海口城市餐厅”，让成都民众近距离从“看、
品、闻、听、做”5个角度全方位地观赏、品鉴“舌尖
上的海口”。

“海口城市餐厅”开业后，吸引了大批成都
市民及游客前来欣赏、品尝、互动参与和点赞。
与此同时，“海口城市餐厅”以全天常规运营+主
题活动互动+多媒体平台传播的推广形式，以美
食为媒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不断刷新社交媒体
话题热度。海口、成都两地联动，带动两地的旅
游碰撞与传播，让现场促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入琼客流量。

《规划》以建设“绿色出行新海南”为总目标，力争2030年
全省各领域汽车全面实现清洁能源化。

■私人领域车辆以增量严控、存
量引导更替为主线，力争实现清洁能
源化

■届时，除特殊用途外，全省公
共服务领域、社会运营领域全面实现
清洁能源化，私人用车领域清洁能源
化程度显著提升

■我省还将在2030年前后分领
域、分阶段启动实施岛内禁售传统燃油
车工作，对进岛传统燃油车分阶段实施
管控；并初步建设成为全球范围内特色
突出的清洁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

■社会运营领域力争实现清洁能源化，轻
型物流配送车、网约车、租赁车等社会运营领
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确保清洁能源化，并逐步提
高私人使用领域清洁能源汽车比例

■全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基本完成，海南
成为国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兴聚集区

■公共服务领域力争实现清洁能源化，
为实现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奠定坚实基础

■完成除特殊用途、特殊报废周期外的
公共服务领域汽车清洁能源化

■在基础设施布局、使用环境营造、生态
圈建设等方面初具成效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20年、2025年、2030年为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制图/陈海冰

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三沙列入重点先行区域

公务车新增和更换车辆将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2025年前后适时启动省内禁止销售传统燃油汽车的时间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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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省级调剂机制成效初显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朱莹莹）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
调剂机制成效初显，在提高基金整体抗风险能
力、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为顺利对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和实行统收统支打下坚实
的基础。

从收入方面看，将洋浦经济开发区养老保险
基金纳入省本级管理，省本级和三亚市的滚存结
余每年按18%的比例上解省级统筹调剂金（截至
今年7月已上解27.5亿元），有效缓解了省级统筹
调剂金支付压力，2017年末省级统筹调剂金规模
比上年增加了9.3亿元。

从支出方面看，将省本级和各市县按养老保
险费5%上解的收入按退休人数占比，对中央专
项补助后仍然存在缺口的市县给予定额补助，将
滚存结余较大地区的基金调度补助困难市县，均
衡了省内由于人口结构、人员流动等因素带来的
养老保险的负担，发挥了基金互助共剂的作用。
2017年，将省本级和各市县上解的10亿元省级
统筹调剂金定额补助给儋州市等7个困难市县，
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各市县间基金负担，市县财
政安排弥补基金缺口的资金从2016年的4360万
元减少到1002万元。

据了解，去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
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调剂金管
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全省一盘棋的养老保险基金
省级调剂机制，通过拓宽省级调剂金收入渠道、改
革省级调剂金调度方式、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等措
施，增强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