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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小学开设网球课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市

美舍学校文明校区近日开设短式网球兴趣课，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练习，近百名第一次接触网球运
动的学生们喜欢上了这项高雅的运动。不少学生
纷纷表示，他们会坚持学下去。

海口市美舍学校文明校区校园面积不大，为
了能让孩子们学网球，校方将校车停放地临时改
为网球场。海口市美舍学校文明校区吕校长说，
短式网球因为器材轻便，非常适合在小学校园推
广。这一次有近百名学生报名学网球，说明孩子
们非常喜欢网球这项运动。希望网球能给孩子们
带来健康、快乐。

乐享体育的彭飞是海口市美舍学校文明校区
网球兴趣课的教练。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
员。在球场上，彭飞教孩子们握拍、站姿、挥拍、击
球、移动等技术动作。孩子们认真观看，模仿老师
的动作握拍、挥拍。在彭飞看来，孩子们从小学习
网球的好处很多。他说：“打网球不光能强身健
体，更重要的是能塑造孩子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今日开幕

本报椰林9月28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柳莺）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将
于9月29日17时30分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
场开幕。开幕式上将有精彩的歌舞表演，还有现
场推介和有奖问答环节。观众可在开幕式现场参
与微信摇红包等精彩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陵水县政府指导，陵水商
务局和陵水旅游委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运营中心承办。活动展会现场，设置了特色农
副产品、旅游商贸、特色美食、汽车、家电家私等多
个展区。其中，特色农副产品展区集中展示陵水
特色农产品、海产品等，参展企业将推出优惠促销
活动。

“我们明天会展销粉蕉、百香果、火龙果、鹧鸪
茶和黎锦等多种特色产品，客户在现场选购下单，
可以包邮送到家。”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凌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
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致力于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特色美食展区将集中展示陵河飘香黑猪五花
肉蛋粽子、陵水光明酸粉等当地特色风味美食。
陵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商贸展区的参展企
业将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游客国庆黄金周到
陵水休闲度假。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将在9月
20日—12月31日期间推出优惠活动。活动期
间，所有上岛游客都可免费参观鳐鱼互动观摩
区。另外，该景区还推出了潜水课程优惠套餐、家
庭游优惠套餐。

综合

关注琼乐高速建成通车 关注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琼乐高速建设者深情告白：

筑路三载
难说再见
■ 本报记者 邓钰 邵长春

9月28日上午11时许，琼乐高
速什运隧道外，热闹的通车仪式已
经结束，人群逐渐散去。正当人们
陆续乘车离开时，中交第四公路工
程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红图突
然走到路中间，朝着前方用力地挥
了挥手。

“这是琼乐高速的通车仪式，也
是我们与‘她‘的告别仪式。高兴和
激动之余，更舍不得与‘她’说再
见。”这是徐红图作为琼乐高速公路
建设者的最后时刻，他正与这个朝
夕相伴近3年的“老友”道别。

2015年 12月，徐红图从家乡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来到海南，以
土建A3合同段施工项目总经济师
的身份参与琼乐高速公路建设。第
一次来到海南的他不曾想到，自己
会在这里留下一段不舍的情谊。

为何不舍，因为建设过程十分艰
苦。“海南中部地形复杂，琼乐高速的
施工要求之严、强度之高出乎我们的
意料。”徐红图说，他所负责的路段，
建设难度极高。最令他心有余悸的
是，2016年10月，受台风“莎莉嘉”
影响，昌化江水位暴涨，一度将项目
办公区的临时板房冲垮。他和同事
冒着瓢泼大雨抢运物资设备。

更令建设们不舍的是，这片热
土上有他们最牵挂的情谊。在近3
年的时光中，参建工人们早已与当
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年
里，我只回过一次家，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与工人还有当地群众一起度过
的。”徐红图说，逢年过节，当地的群
众经常自发来到工地看望工人，送
上一些土特产，说一句“辛苦啦”。
工人们则多次前往什运乡中心小学
开展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一些
文体用品。

包括徐红图在内的1.2万余名建
设者参与建设琼乐高速公路。在高
速路建成通车后，他们即将离开，奔
赴各地，但他们与海南的情谊还在。

（本报营根9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邓钰

9月28日早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运乡番道村村民王桂芬和姐妹们
精心打扮，穿上节日盛装，赶着出门。
临出村的时候，有乡亲问：“穿得这么
好，这是要上哪去？”听说她们要去琼中
至乐东高速公路开通仪式现场，对方也
兴奋地说：“真好，高速终于通了。”

对于琼中、五指山、乐东等地的
群众来说，9月28日这天如过节般喜
庆。琼乐高速建成通车，饱含省委、省
政府对中部山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承
载着中部山区群众加快发展的希望。

“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省

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作为我省
“田”字型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琼乐高速建成通车，是海南交通发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全省各族人民
翘首以盼的大好事，更是中部山区老
百姓期盼已久的康庄工程、民心工程。

琼乐高速建成通车，标志着海南
中线高速公路成为一条纵贯中部、连
通南北的快速交通大通道，对完善海
南高速路网，破解海南中部山区交通
瓶颈，带动中部山区旅游、农业、文化
等资源开发，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琼乐高速建设中始终贯彻生态
理念，这对于海南其它公路建设具有

重要的示范意义。”林东说，琼乐高速
沿线风景美不胜收，是一条生态路、
景观路、旅游路、交通路、幸福路。

同时，琼乐高速通车也有利于优化
中部地区投资环境，方便群众出行，促
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稳定，缩小我省
中部山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琼中地处海南岛中部生态保护
核心区，是琼乐高速的起点，也是琼
乐高速与屯琼高速的连接枢纽。琼
中县委书记孙喆说，琼中是琼乐高速
的主要受益地之一。近年来，随着海
南“田”字型高速路网的加快建设，特
别是屯琼高速开通后，琼中发展走上
了快车道。“今天琼乐高速的通车必

将给琼中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琼中也
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强生态旅游
业，提升绿色农业，做优绿色工业。”

“琼乐高速开通后，我们山区群
众脱贫的信心更足了。”五指山市番
阳镇孔首村党支部书记胡斌说，过去
受制于交通条件限制，当地的农产品
外运困难，村民们种植积极性也不高。
琼乐高速开通后，从番阳镇开车到海口
只需两个多小时，村民们鼓足干劲，准
备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发家致富。

“五指山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但交通不便一直是我们经济发展
的软肋。”五指山市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黄星说，琼乐高速开通后，五指

山与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的交通联
系更加密切，该市将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精心打造五指山热带雨林公园
等特色旅游项目，推动经济社会实现
跨越式发展。

“琼乐高速的开通，对于促进乐
东山区和沿海地区协调发展将起到
重要作用。”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刘绵坚说，乐东将抓
住琼乐高速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发挥山区和滨海资源
优势，形成山海互动的发展格局，在
打造热带高效农业“王牌”的同时，提
升乐东旅游的知名度。

（本报营根9月28日电）

琼乐高速通车，我省中部市县干部群众多年所盼成真

康庄工程 承载加快发展新希望

我省首批6个旅游巡回
检察工作站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生
王文卓 通讯员杨帆）9月28日上午，我省首批6
个旅游巡回检察工作站在省内6家5A级景区同
时挂牌成立。

此次挂牌的6个旅游巡回检察工作站分别为：
三亚市城郊检察院的南山文化旅游区巡回检察工
作站、大小洞天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站和蜈支洲岛
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站，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
院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站和槟
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站，陵水黎族自
治县检察院的分界洲岛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站。

据悉，旅游巡回检察工作站作为基层检察院
的派驻工作机构，在基层检察院领导下依法履行
职责。开展旅游领域刑事诉讼监督，重点监督纠
正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违法
行为；开展旅游领域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对旅游、
工商、物价、交通等职能部门旅游市场监管行为的
行政执法监督；开展旅游领域法庭审判监督，重点
监督纠正旅游巡回法庭对游客在景区内的旅游合
同、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的审判违法行
为；开展旅游领域公益诉讼工作，重点发现收集旅
游景区内非法倾倒废弃物、非法排放污染物、违法
过度开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误导欺诈消费者等
生态环境保护和消费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开展旅游领域法治宣传教育，并参与旅游领域治
安综合治理，积极化解涉旅矛盾纠纷工作。

9月28日上午10时30分，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通车仪式在琼乐高速什运隧道棚洞口举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武艳琰）国庆假期就要来
临，全省将迎来旅游、探亲出行高
峰，交通拥堵及事故风险增加。
国庆黄金周期间，省内通往各旅
游景点的道路交通流量将大幅增
加，为确保假日期间全省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9 月 28 日省交警总
队发布节日期间事故多发及易拥

堵路段提示。
事故多发路段：G98 环岛高速

公路 K50-K53 段（长距离爬坡路
段，重型货车速度跟不上，后方车
辆易追尾，特别是夜间视线不好
时）；G98 环 岛 高 速 公 路 K581-
K586 段（易发生因驾驶人操作不
当引发的追尾和翻车事故）；G98
环岛高速公路发生追尾和剐碰事

故较多的海口绕城段；225 国道儋
州段；224 国道琼中至五指山段；
旅游景点周边道路。

易拥堵路段：9月30日至10月
2日，海口城区出城方向道路，海文
高速，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
口至临高段（出海口方向）将出现
交通流高峰；10 月 6 日至 7 日，海
口城区进城方向道路，海文高速，

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口至
临高段（往海口方向）将出现交通
流高峰。

省交警总队提醒，节日期间驾车
出行，须保持平和心态，不开斗气车，
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随意变更
车道或在车流中穿梭抢行。如遇道
路流量大，发生交通拥堵时，请耐心
等待，依次排队通行。

国庆假期出行注意啦！

省交警部门公布事故多发及易堵路段

备战国庆黄金周

三亚组建应急保障车队
本报三亚9月28日电（记者孙

婧）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三亚市交
通运输局组建由150辆网约车组成
的应急保障车队，同时对司乘人员进
行培训，为市民游客做好道路运输保
障服务。

据介绍，近日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运管处组织各交通运输企业司乘人员
开展职业道德素质培训，要求司乘人
员做到言行举止文明礼貌、服务态度
真诚热情，帮助老、弱、病、残、孕旅客
和行李较多的旅客解决旅途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为应对国庆期间可能出现的游客
激增情况，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运用“互
联网+交通”方式，组建由150辆网约
车组成的应急保障车队。这些网约车
将在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时至当日动
车班次结束时段，在三亚高铁站参与
应急保障运输。

此外，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还将通
过明察暗访的方式，对道路营运车辆
的安全状况、车容车貌、经营行为及服
务质量等进行检查，严查出租车拒载、
议价以及公交车不按站点停靠、不按
规定使用刷卡机等违规行为，违规行
为情节严重的，将对相关责任车辆作
出责令停运的处理。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郭萃）
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琼州海峡南
岸轮渡运输“预约过海”模式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10月1日起，海口新海港、秀
英港正式实行“预约过海”模式，届时，
未预约购票车辆进港将不予受理。

琼州海峡轮渡运输“预约过海”
模式在目前“轮班运营、定时发班”船
舶运营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取

消海口至海安航线全部滚动发班，变
更实行以“一点多班”为特点的船舶
定点发班模式，将实现过海旅客出行
从“无计划”到“有预期”的转变，将实
现车辆过海从“无序到港”到“有序进
港”的转变。该模式通过两岸港口远
程远期联网售票、验票通关、船边结
算、电子报关等作业环节提高进出港
通行效率，最大程度发挥两岸调度的
作用，基于运量预期调配运力和排

班，优化运力和提高船舶周转率。以
“削峰平谷”的办法尝试解决节假日、
黄金周及春运期间车辆无序到港难
题，避免车辆压港造成港口周边市政
道路严重拥堵。

过海司机旅客可通过新海港微
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APP选择已发
布的定点航班进行购票，秀英港、新
海港现场售票窗口将不再售卖当天
车船票。同时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联

网售票平台也在同步建设中，该平台
建成后，司机旅客可通过该平台购买
琼州海峡海口至海安的往返船票。
已购票的司机旅客按要求的抵港时
间到达港口，在进港闸口系统将自动
识别已购票车辆自助进港，通过电子
车船票验票配载，车辆检票后，须根
据港内指示牌到达指定区域待渡乘
船。散客可通过人脸识别或电子船
票自助安检、检票、配载。

注意了！10月1日起车辆过海要预约
司机旅客可通过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APP购票

■ 饶思锐

车行深山高速通，路至天涯无
尽处。9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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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乐高速不仅实现了纵贯
全岛南北的交通大连通、大提速、大
突破、大跨越，极大改善了沿线地区
交通条件，对我省构建“田”字型、

“丰”字型高速公路网也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同时，琼乐高速还将改
变海南传统交通格局和时空观念，
极大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给沿线各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琼乐高速是一条科学规划、低

碳环保的绿色生态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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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我省始终把“生态路”要求放在
第一位，琼乐高速建设始终遵循“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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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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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桥隧比，减少占用
耕地，保留动物通道，实现生态恢复
和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最大限度保
持自然风貌。

琼乐高速也是一条赏心悦目、

串联景观的美丽旅游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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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深闺不被
人识。琼乐高速将极大缩短海口、
三亚等地到我省中部地区的时空距
离，从而吸引大量游客到中部地区
旅游休闲度假，进而促进中部地区
旅游资源的开发，助力海南全域旅
游发展。同时，琼乐高速在景观设
置上坚持自然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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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海南最美
高速公路”。

琼乐高速还是一条方便群众、助
力发展的民生幸福之路。“要想富，先
修路；富得快，高速带。”琼乐高速通
车后不仅将改变沿线区域交通不便
的历史，方便当地百姓和游客出行，

还将极大改善沿线市县投资环境，带
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入，促
进我省中南部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促
进相关地区发展、当地群众增收，助
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一路通，百路通。琼乐高速通车
必将使我省中南部地区成为新的旅
游热地、投资高地、发展福地。可以
说，琼乐高速畅通的既是高速交通之
路，也是生态景观之路，更是旅游发
展和民生幸福之路。我们要以琼乐
高速通车为契机，加快谋划和建设与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现代综合交通网
络，推动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奠定
坚实的基础！

以琼乐高速助力高质量发展

2018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开始报名

本报那大9月28日电（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从2018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获悉，
2018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将于12月23日8时在
儋州市文化公园举办。赛事报名9月28日开启，11
月10日截止。市民和游客可登录2018海南儋州国
际马拉松赛官方网站（www.danma.cn）进行报名。

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于2010年开始举办。
该项赛事2015年至2017年连续3年被中国田径
协会认定为银牌赛事，入选2016年、2017年最具
影响力马拉松赛事TOP100排行榜，入选2018年
最具赞助价值马拉松赛事TOP100排行榜。

本届赛事预计参赛人数16000人，共设置4
个比赛项目，分别是男女全程马拉松（3000人）、
男女半程马拉松（3000人）、迷你马拉松竞速跑
（3000人）、迷你马拉松欢乐跑（7000人）。本届
赛事将设置半程马拉松情侣跑，情侣们可定制个
性专属号码，一起携手冲线，赛事组委会将给每一
位报名参加情侣跑的选手赠送纪念品。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