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城市旅游观光1号线（新海港—钟楼）全程总长
43.6公里，单边运行时间 70分钟，15—30分钟每班，新海港
首班时间8：30分，末班时间20：30分

钟楼首班时间9：40分，末班时间 21：40分，实行 24小
时一票制，不限次数上下车，全程20元

新海港、天翔路、滨海大道、长堤路、钟楼

新海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浪琴湾、假日海滩、观海台、
西秀海滩、南光西海湾、万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钟楼

线路走向为

共设10个站点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 ■■■■■ ■■■■■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 （记者
郭萃 通讯员张磊）3月26日上午，
海口纯电动双层巴士观光专线试运
行，这是我省首条纯电动双层巴士
观光专线，该线路从新海港行驶至
钟楼，共设10个站点，实行24小时
一票制，全程20元。线路开通试运
行后，将海口市内名胜古迹、民俗风
情、文化艺术、特色美食有效连接，
促进“旅游+交通”深度融合，展现
海口滨江滨海花园城市风貌。

本次投入运营的15台纯电动双
层巴士，以热情的“中国红”为主色
调，具有“零污染”、噪音小、易保养、
能量利用率高等特点。车辆除了两
侧采用了大幅观景窗外，顶部还有贯
穿式全景天窗，并配有高铁式遮阳
帘，使整车更加通透明亮。在便民服
务设施方面，车厢内配有USB充电
接口，安装有智能无人售卖机、多媒
体导乘信息屏，同时，还可通过GPS
定位对途经景点进行解说，为乘客营
造了安全舒适的乘坐体验。

海口纯电动双层巴士观光专线试运行
实行24小时一票制，全程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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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举行文明实践大行动系列主题直播活动

文明创建新起点
上下同心再出发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陈卓斌）“文明是
灿烂的笑容，文明是动人的风景；文明是普通的事
情，文明是美丽的心灵……”3月25日晚上，“奋进
新时代文明创未来”——文明实践大行动系列主题
直播活动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行，在一曲活泼甜
美的童声合唱《文明歌》中拉开了帷幕。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明委主任肖莺子，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活动。

直播活动共分为“奋进新时代”“实践擎梦想”“文
明创未来”等3个篇章，以文艺表演、情景剧、视频短
片、互动访谈等形式，总结回顾了海南深入开展社会
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以来取得的明显成效：
公民精神风貌向上向好、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观、社
会文明风尚逐步形成、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海南
对外形象显著提升。

直播活动现场发布了2018年度全省社会文明大
行动暨文明城市创建测评结果。在“文明百宝箱”环
节，本次测评中，综合得分排名前五的海口、琼海、三
亚、昌江、乐东等市县代表共同登台，向观众展示各市
县在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中，设计使用的文明

“法宝”，当中包括防宰客二维码菜单追溯系统、便携
烟灰袋、槟榔汁强效清洁液等。到“奋起直追”环节，
综合得分列居后三位的东方、白沙、保亭等市县代表
也登台表态，表示接下来将突出重点、对症下药，聚焦
薄弱环节，做到举一反三、整治到位、务求实效。

本次直播活动由省文明委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协办、海南新闻频道承办，整个直播过程约90分钟，
在海南新闻频道直播的同时，活动也通过微信公众平
台进行线上播送，获得广泛关注。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25日12时-3月2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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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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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立方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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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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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本报三亚3月26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3月26日，三亚市总
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建设东岸片区
首批5个地块（共3宗土地）在海口
进行拍卖。经过多轮竞价，中交海
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成
功摘牌这5个地块，单亩最高拍出
2418万元。这3家企业将成为三亚

“中央公园+中央商圈”的首批进驻
企业，结合三亚发展实际与自身优
势，严格依据土地性质用途，不开发
一寸房地产项目，通过设计建造集
商业、商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三
亚新地标，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当天，竞拍活动在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进行，这也是自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以来，我省首次挂牌出让
的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地块，吸
引了国内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负责
人参与竞买。此次竞拍的地块位于
三亚市迎宾路，土地面积共计86.6
亩，根据规划，该片区未来将承担三
亚总部经济核心区的功能。经过多
轮竞拍，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
区的首批5个地块分别被中交海洋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亚龙湾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申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功竞买。

其中，中交海洋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竞得 DA2- 25- 02A、DA2-

25-02B地块，项目占地面积39.61
亩，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挂牌
出让成交价为7.19亿元，成交单价
为1814.90万元/亩，拟打造成为集
商务办公、裙楼商业于一体的高端
总部经济商务综合体；三亚亚龙湾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竞得DA2-18-
01A、DA2-18-01B地块，项目占地
面积31.16亩，总建筑面积9.35万平
方米，挂牌出让成交价为5.61亿元，
成交单价为1799.29万元/亩，将启
动城市综合体项目商务功能区域建
设，打造城市新地标；上海申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竞得DA4-28-03
地块，项目占地面积15.80亩，总建
筑面积4.74万平方米，挂牌出让成

交价为3.82亿元，成交单价为2418
万元/亩，溢价率达40.98%。

“此次企业参与竞买不仅是看中
了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的区
位优势及土地稀缺性，更是看中了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未来。”上海申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英姿说，
根据三亚发展定位与企业未来规划，
该企业将在三亚着力发展金融、商
业，与三亚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以
及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目标相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以来，三
亚积极启动《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
商务区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以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对凤凰海岸、

月川、东岸、海罗等片区进行统筹布
局。此次挂牌出让的5个地块位于
东岸片区，将严格依据土地性质用
途，通过合理布局、科学开发实现千
余亩湿地公园保护性开发与中央商
业区产城融合，不允许房地产项目
落地，助力鹿城产业格局调整升级。

三亚市副市长、市招商办主任
谢庆林说，该市将坚持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
业方向，瞄准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和行业知名企业实施精准招商，坚
持好中选优，将一批综合实力强、投
资意愿强、产业方向一致的优秀企业
成功引入三亚，同时将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首批5地块摘牌
将被打造成高端总部经济商务综合体等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免职名单

（2019年3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免去：
何琳的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19年3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免去：
傅强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黄志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3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江南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符兴勇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

室主任；
赵志东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免去：
周俊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3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陈文平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张玉萍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潘心情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
刘霞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庭副

庭长。
免去：
韩香畴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潘心情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职务；
刘霞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副庭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26号

屯昌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匡文胜辞去海南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匡文胜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
表387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3月26日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莫凡璐）绿林掩映、鸟儿
蹁跹，是很多游客来海南的第一印
象。海南的鸟儿种类有多丰富？3
月 26日，2019年海南省“爱鸟周”
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海南日报记者
从启动仪式上获悉，海南适宜的气
候和良好的生态孕育了种类繁多
的常住留鸟，现有记录的鸟类种类
超过420种，约占全国现有记录鸟
类的1/3。

当天上午8时30分，在海口市演

丰镇博度村退塘还林示范区，参加红
树林生态修复与水鸟生境管理现场体
验的代表们走进抛荒的鱼塘，种下一
株株红树林树苗。由滩涂、红树林、基
围鱼塘组成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对鸟类
极其重要，是迁徙候鸟非常重要的觅
食地、栖息地。每年，在这片红树林栖
息的水鸟数量为2万余只。

省林业局局长夏斐介绍，海南作
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
大陆性岛屿，其中鸟类的种类超过
420种，约占中国鸟类总数的1/3。
海南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孕育了种类繁多的常住留鸟。同时，
因为位于东亚——澳大利亚西亚鸟
类迁徙路线上，每年迁徙季节有大量
候鸟经过海南或者在此越冬。

但随着海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城
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密
集的高楼大厦和交通网络使野生动
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人类的某
些活动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鸟
类的生存。

夏斐说，市民在生活里很可能遇
到受伤、受困或者幼小的鸟类，如果能
及时地给它们提供正确的帮助，可以

有效地增加它们重归自然的几率。为
此，省林业局尝试建立基于市民参与
的海南野生鸟类救助记录平台，提高
群众的动物保护意识，教育倡导科学
的鸟类救助理念。

海口市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
刚表示，向民众科普生态湿地保护知
识，对保护鸟类也有积极作用。卢刚
说，海南可向香港的米浦自然保护区
学习，在湿地生态修复区域种植本土
的红树林植物，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与原真性，将其打造成合适鸟类的
栖息地。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3月26日从海
口市规划委员会获悉，为指导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临空地区有序开发建
设，充分落实和深化江东新区发展
战略，实现空港枢纽引领下的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示范，
海口从去年开始启动编制《海口临
空产业园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目前该规
划已通过专家评审，正在公示。

总体定位
打造三“最”区域

海口临空产业园区（南区）范围

为东北至南渡江大道，西至灵山大
道-美灵北路-海榆大道，南至绕
城高速，总面积 5060 公顷。规划
总建筑面积1408.9万平方米。

根据《规划》总体定位，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将被打造成为面向
泛南海、链接洲际的国际航空枢
纽，展现中华风范、海南风情的
全球最美机场。

海口临空产业园区（南区）作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引擎，
将打造成为最开放的自贸港区、
最活力的航空都市和最惊喜的南
海乐园。该规划区域将集中发展
自贸物流、航空服务、新兴消费、
商务交流四大功能。

规划结构
一廊两区两片，绿链花田湖院

《规划》指出，海口临空产业园区
（南区）将按照“一廊两区两片，绿链
花田湖院”的空间结构进行建设。“一
廊”指基地中部横向活力生长的航空
都市走廊。主要配套与机场、高速铁
路等交通设施密切相关的功能，包括
航空服务办公、文化消费、自贸服务
等；“两区”指南北两侧便捷高效的自
贸港区，以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功能为主；“两片”指为2片战略留白
的未来片区。东侧战略留白区主要
应对自贸服务和市场交易用地扩展，
南侧战略留白区主要应对通用航空

等新兴消费功能。
“绿链”指3条南渡江与琼州海

峡联通的生态绿化走廊，包括芙蓉
河绿链、振家溪绿链、演丰河绿链。

“花田”指10片热带风情的花田。以
现状花卉苗圃种植为基础，在机场
周边培植10片大面积花田，起到塑
造大地景观和降低噪音的作用。“湖
院”指6个交流共享的组团中心绿
地，绿地周边布局配套相应的服务
设施，同时，湖院也是基地重要的蓄
滞空间。

功能布局方面，规划范围划分
为十二大功能片区: 综合航空枢
纽、航空总部区、航空金融区、市场
交易区、跨境电商区、自贸服务区、

航空维修区、区域物流区、自贸物流
区、新兴消费区、休闲旅游区、战略
预留区。

道路交通
五快八主多线路

道路系统方面，海口临空产业园
区（南区）将形成“五快八主”的骨干
路网系统。“五快”即5条高快速路，
为南绕城高速、海榆大道、南渡江大
道、机场路（海榆立交至云美立交）及
云美大道。“八主”即8条主干道，为
桂江北大道、桂江大道、机场北大道、
机场南大道、南贸大道、海榆大道、林
田大道、空港东路。

海南现有记录的鸟类种类超过420种
约占全国现有记录鸟类的1/3

《海口临空产业园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定位自贸物流、航空服务、新兴消费、商务交流四大功能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武艳琰）3月26日15时，海
南省第八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指
标配置仪式在海口举行，现场共产生
4类增量指标中签编码。

个人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及单
位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直接通过排
号产生配置结果。

海南省小客车调控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个人摇
号有效编码增加，一方面是之前未中
签的编码累计增加，已经有 19201
个；另一方面，从新增的申请人中来
看，多数是在2019年海南小客车增
量指标配置计划公布后，认为中签率
将逐渐降低，便提早申请摇号，希望
提前占个指标。

另据了解，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鼓
励引导群众购买新能源汽车，经报省
政府批准，2019年新能源小客车增量
指标不做限定，只要符合《海南年小客
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的申请资格条件，申请一个配置一个。

有关增量指标配置的业务咨询，
市民可登录调控系统首页“咨询导航”
中留言或拨打服务热线68835091、
68835092、68835099进行咨询。下
一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指标配置
仪式将于2019年4月26日举行。

海南省第8期参与小客车增量
指标配置个人摇号有效编码43623
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 1125 个，共
产生6500个中签编码

今年新能源小客车
增量指标不做限定

具 体 包 括
5850 个个人普通
小客车中签编码，
650个单位普通小
客车中签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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