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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长129公里

穿越琼中、五指山、乐东3市县

起点顺接中线高速屯昌至琼中段，终点在乐东境内与
环岛高速公路相接

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

总投资117亿元，建成工期3年

出入口设置

沿线设置15处互通式立体交叉，分别为加钗互通、红
毛互通、什运互通、毛阳互通、番阳互通、五指山互通、毛道
简易互通、牙日简易互通、万冲互通、三平互通、乐东互通、
长茅互通、千家互通、石门互通、赤塘互通

施工难度

6跨昌化江，8跨南圣河，途经五指山、鹦哥岭等多个
自然保护区，是我省迄今为止施工区域地形最复杂、生态
最敏感，建设难度最大的一条高速公路

技术指标

琼中至五指山段建隧道4个、桥梁 113座，桥墩高最

高达70米，桥隧比高达45%

意义作用

琼乐高速是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主骨架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高速公路的建成对于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助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及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提供交通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8月

海口至屯昌高速公路开建，
拉开了海南中线高速建设大幕

2012年5月

屯昌至琼中高速公路开建

2012年 12月

海屯高速建成通车，填补
了海南中部没有高速公路的空
白，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
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2015年5月

屯琼高速建成通车，琼中
至乐东高速公路开建

2016年3月

琼乐高速两个代建段正式
开始施工

2018年6月

琼乐高速各标段陆续完成
主线路面施工，全线进入施工
收尾阶段

2018年9月28日

琼乐高速建成通车，海南
中线高速全线贯通

海南
中线高速建设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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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

“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开通，标志着我省
中线高速公路彻底贯通，海南‘田’字型高速
公路网主骨架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一环。”省交
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说。

林东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琼乐
高速作为我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将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速公路不仅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标志。”林东说，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海
南实现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成
就。但客观来讲，我省中部地区尤其是中部
贫困山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相对落后。
琼乐高速的开通，填补了我省中南部山区高
速公路建设的空白，使得中线高速公路全线
贯通，缩短了岛内各市县之间的行车时间，特
别是密切了沿线琼中、五指山、乐东等市县与
海口和三亚的联系。

“要想富，先修路；富得快，高速带。”林东
说，路通财通，路通是前提也是关键，琼乐高
速通车后，可以有效促进山区农副产品交易

和电商发展，促进当地农民收入提高和方便
群众出行，也有利于自然资源开发、改善投资
环境、相邻区域间开展合作，助力我省打赢脱
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林东说，海南中部地区拥有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游客较
少；琼乐高速开通，可吸引大量游客到中部
地区旅游休闲度假，也可以缓解旅游旺季
东线高速的交通压力，助力海南发展全域
旅游相关产业。

“琼乐高速开通后，海南‘田’字型高速公
路网主骨架完工也就指日可待了。”林东说，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该厅将在确保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争取明年底实现万
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建设通车。届时，海南谋
划已久的“田”字型高速公路网主骨架将正式
构建完成。

“未来海南的的高速公路网将越织越
密。”林东说，除了万洋高速，省交通运输厅还
在积极推进儋州至白沙、五指山至保亭至海
棠湾高速公路的建设，确保2020年我省实现

“县县通高速”。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还围绕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要
求，着手推进G98环线内部“丰”字型高速公
路网建设，全面提升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琼乐高速主线长129公里，6跨昌化
江，8跨南圣河，蜿蜒起伏在海南中南部
山水之间，途经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穿越集中连片的热带特色农业区。如何
把“不破坏就是最大保护”原则落到实
处，成为建设者们的头等大事。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从立项
开始，海南交通人就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始
终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基本原则，
坚持让造价考量服从生态保护，把生态
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

为此，有关单位在建设琼乐高速的
过程中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在生态选线
上始终顺应自然、融合自然，避让五指
山、鹦哥岭等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集
约利用通道资源，与普通公路共用走廊，
避免高填深挖，实现填挖平衡；提高桥隧

比，减少占用耕地，保留动物通道，保护
原生植物生存环境；实现生态恢复和项
目建设同步推进。

同时，琼乐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方
还引入专项环保监理，加强施工过程的
环保监控；采取剥离耕植土、集中堆放再

利用的方式，并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
设置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将收集到的径
流沉淀后再排放，避免水环境污染；在边
坡施工过程中同步进行生态修复，并以
生态防护替代工程防护；保护沿线古树
等植被，最大限度保持自然风貌。

2015年8月，在琼乐高速琼中什运乡段，工作人员在开展测量工作，为进场施工做准备。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17年9月，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施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以生态理念推进琼乐高速建设——

绿水青山腾巨龙 大道如虹畅琼州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

琼乐高速建成通车
“田”字型高速路网完成重要一环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看不够琼州景，走不尽天涯路。”2018
年9月28日注定将载入海南交通史。

这一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至乐东
黎族自治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彻底打通
了海南中部山区的交通大动脉，也宣告了
历时9年的海南中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胜
利收官，我省构建“田”字型、“丰”字型高速
公路网迈出关键一步。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我省高速公
路布局从东线到西线，从环岛到“田”字型、
“丰”字型，高速公路网不断延伸，为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
的交通保障。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
时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岛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
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须倍
加珍爱、精心呵护。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观看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时，详细了解
了海南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他
强调，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顺应当地自
然环境，是保护生态而不是破坏生态，要把
路修进去，不要把破坏带进去；要注重规
划，更要注重规划的实施和监管。

省委、省政府对路网建设高度重视，省
委书记刘赐贵指出，路网是支撑海南新一
轮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树立新发
展理念，把“生态路”要求放在第一位。省
长沈晓明指出，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加快
推进高速公路主骨架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努力提升运输管理和服务水平。

在琼乐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海南
交通人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以生态路建设为基础，大力推
进景观路、旅游路、交通路、幸福路等“五
路”建设。

为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琼乐高速创新
采用了“代建+监理一体化”建管模式，引进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高速
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专业管理团队，实行现代
工程“五化”管理；并引入中交集团、中铁集
团等大型央企参与建设，打造精品工程。

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局长吕晓宇说，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省交通
运输厅的指导下，琼乐高速历时3年建
成，从项目攻坚年到品质创建年再到生
态建设年，每年一个主题，一步一个脚
印，交通人以实干担当精神，打造“五

路”，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据介绍，琼乐高速创下了海南高速

公路建设的多个第一，如第一次铺设橡
胶改性沥青路面、采用环氧锌基环保型
护栏及旋转式防撞护栏；第一次使用大
宽度大厚度抗离析摊铺机、水泥洒布车、

钢筋笼滚焊机；第一次采用棚洞隧道设
计、安全行车智能诱导系统；第一次采用
废旧轮胎固土生态护坡技术……

琼乐高速与已建成的海口至屯昌至
琼中高速公路衔接，经五指山、乐东与环
岛高速相接，形成一条纵贯海南岛中部

的快速交通大通道，增强了海口、三亚两
座中心城市对中部山区的辐射作用，对
促进海南经济的平衡发展、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
意义，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百姓幸福路。

（本报营根9月27日电）

随着中线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
市民游客将有更多机会观赏海南中
部的山水美景。琼乐高速两旁层峦
叠翠，瓜果飘香，云雾与远山相守相
望，路、桥、隧与树林、田野、江水、湖
泊等沿途景致和谐相融，浑然一体。

驱车在这条路上，你会有一种仿若置
身百里画廊的感觉；沿着这条路走进
琼中、五指山、乐东，中外游客可以发
现另一种海南之美。

琼乐高速在景观设置上坚持自
然优先。建设者通过露景、透景、借

景、造景等手法，发现美、展示美、提
升美，尽最大努力展现海南自然风
貌、风土人情，塑造桥涵、边坡、互
通、服务区等公路景观单元，实现公
路与自然地形环境深度融合，打造流
动风景线，提升司乘人员视觉舒适感

和心理愉悦感。
值得一提的是，琼乐高速项目还

专门聘请科研人员优化植物彩化配
置，将三角梅、波斯菊、洋金凤、七彩
朱槿等乔、灌、草结合，采用三维自然
种植法，高低搭配、疏密结合，使景观

与路域环境浑然一体；并打造互通区
微地形，保留原生植物组团。琼乐高
速沿线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堪称“海
南最美高速公路”。该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注入了
新的内涵。

贯彻绿色交通发展理念
生态“跑”在修路前

串起海南中部无限风光
是景观路也是旅游路

创新建管确保工程质量
铺就百姓幸福路

琼乐高速公路琼中红毛镇段黎凑2号大桥。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017年7月，琼乐高速B5标段，施工人员在铺设路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琼乐高速乐东千家镇段，隔离带种上了三角梅。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琼乐高速乐东段186公里+700米处的农田景观。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位于五指山市境内的琼乐高速毛阳互通。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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