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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探索从空间规划、土地供给、资源利用等方面
支持旅游项目建设。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supporting
tourism projects from aspects such as
space planning，land suppl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自贸英语角

A：When should I arrive at the air-
port？

我得什么时候到机场？
B：2 hours before the flight takes off.
请在飞机起飞前两小时到达。
A：Where can I rent a car？
我可以在哪里租车呢？
B： You can use the China Auto

Rental app and rent a car online.
您可以通过神州租车app下单，在线上租车。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红榜

黑榜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黎安潟湖与新村潟湖被称为陵
水黎族自治县的美丽“双眸”，但是目
前还不够完善的农村厕所管网和污
水处理设施，却让黎安潟湖的美丽打
上了一些“折扣”。

8月1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黎安镇黎明村，村中巷道的墙上用
红字写着“做村庄主人，当卫生先
锋”，穿过小巷，眼前豁然开朗：连通
大海的黎安潟湖水面开阔，对岸的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各类设施、建筑拔地
而起。低头看，脚下却是从管道排出
的污水，岸边发黑的水体散发着臭
味，水里漂浮着塑料袋等垃圾。

沿着湖岸线望去，居民楼参差
不齐，但每隔不远，总有大小不一的

管道伸出。“厕所污水、生活用水都
从这些管道流出来，排到湖里。”一
位刚从海上回来的渔民手指向淌着
污水的出水口介绍。

黎明村的厕所污水是否真的排
入黎安潟湖中？记者走访发现，村中
村民新建的楼房大多会建有厕所和
化粪池，离湖岸较远的，厕所污水经
过化粪池后排入地下污水管网。而
在湖岸边的居民楼，厕所污水经过化
粪池后直接排入了湖水中。

“你看，这是我自己建的厕所，
化粪池就在厕所旁边的地下。”走入
湖边的一户农家小院，这家主人正
在清洗自家的厕所。在他的指引
下，记者找到他家的化粪池排污口，
该排污口距离湖水有10多米距离，
长期的排水，使得这里的湖岸淤泥

沉积，发黑发臭。
在湖面上，一间简易的蓝色铁

皮小屋悬空架设，一侧连着一间大
排档。原来这是大排档搭建的简
易厕所，门上写明这里只能用来小
便，记者走进去发现，厕所瓷盆下
没有连接管道，小便污水会直接落
入水中。

让人意外的是，离大排档不到
50米处，就有一处环保公厕。但是
其中一间厕所的水龙头已经损坏，
洗手池里积上了灰尘；另一间水龙
头损坏，需要从底下的水闸开水，
很不方便；而无障碍厕所则是门都
无法打开。“想洗个手都不方便，大
家就不愿意来公厕上厕所了。”村民
陈阿姨说。

（本报椰林8月17日电）

陵水黎明村：

厕所污水直排黎安潟湖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没有想到这座农村的厕所，不
仅十分干净，而且建得有特色。”近
日，游客张星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英
州镇走所村游玩，干净整洁的乡村旅
游公厕出乎她的意料。

走所村是田仔村委会下辖的自
然村。步入村中，只见特色民房错落
有致，硬化道路宽敞平整，整个村庄
绿意盎然。自2017年6月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以来，走所村改变了原来老
旧脏乱的面貌，是陵水具有代表性的
美丽乡村之一。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提升游客
的体验感，避免游客四处借厕所的
尴尬，走所村修建了一间旅游公
厕。公厕位于椰子树下，门牌上写
着“听雨轩”。走进里面，洗手台被

收拾得整整齐齐，蹲便器、地板、墙
面也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村保洁员的功劳，正
常情况下，他们一天打扫两次厕
所。”田仔村党总支书记胡后春说，
如今，旅游公厕已经成为了展示村
庄新面貌的一个窗口。除此之外，
村干部还注重对村民的引导和教
育，鼓励村民讲卫生爱护环境，让
他们享受到良好卫生环境带来的
益处。

“‘一个土炕两个砖，三尺土墙围
四边’这是常见的农村简易厕所的真
实写照。过去都不好意思请客人到
家里上厕所，因为苍蝇乱飞，臭气熏
天。”胡后春说。

“现在只要用手一按，就可以把
厕所冲得干干净净，小孩老人使用起
来都很方面。”走所村村民黄亚其

2017年摘了贫帽，家里新房的厕所
虽然面积不大，装修也很简单，但是
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齐有序。

小厕所，大民生。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2018年起，陵水全力推进农村厕所
无害化改造，许多村民家里用上了水
冲式厕所。

2019年陵水的农村改厕任务为
8315户，目前改厕补助资金已全部
落实，每户补助标准为9800元。同
时，陵水还聘请了第三方公司进行
农村“厕所革命”基线调查，以每个
村级单位的所有家庭的厕所情况为
对象，采取普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做
到不漏一村、一户，全面摸清改厕底
数，确保改厕数据真实性、正确性，
助推农村厕所改造工作。

（本报椰林8月17日电）

陵水走所村：

旅游公厕干净整洁有特色

5G手机开始发售，一个技术引领变革的时代渐行渐近

海南如何才能搭乘5G“东风”？

三亚空港口岸
首次进口海狮

本报三亚8月17日电（记者黄媛艳）8月16
日17时许，一架载有两只加州海狮的飞机历经
11个小时的飞行，从英国伦敦安全飞抵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这是三亚空港口岸首次进口海狮。

由于海狮最适宜生活的温度为15℃至20℃，长
时间停留在酷热的机坪上会对海狮的身体状况造成
较大影响。为确保海狮及时通关、安全落户，防止动
物疫情疫病传入，三亚海关精心组织，成立进境海狮
检疫监管工作小组，量身定做检疫监管方案，提前与
进口企业、检疫处理公司、报关单位、机场货运等部门
沟通对接，前移报关单证审核环节，节省通关时间。

“海狮安全运抵后，我们立刻登机进行临床健
康状况检查，核对官方证书，同时监督工作人员完
成接触人员、航空器、装运工具、装卸场地和运输车
辆等的防疫消毒工作，全程仅用时50分钟。”三亚
海关相关负责人透露，现场检疫监管完成后，三亚
海关关员全程监管该批海狮运送至指定隔离场。

据悉，此次入境的加州海狮由我省一家主题
乐园引进，均为雄性，是人工繁育的成年海狮。如
果顺利，它们在30天的隔离检疫期结束后，有望
与广大市民游客见面。

海口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规公示

将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形成六大产业布局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张期望）8月1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
悉，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和城市设计（以下简称南片区控规）已编制完
成，并公示征询广大市民意见。南片区控规显示，
该片区将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并形成“一
轴、一廊、三核、三片区”的空间结构。

西海岸新区南片区处于秀英区内，东至长滨
路，南至椰海大道以南约500米处，西至粤海大
道-海榆西线-西环铁路，北至长滨东五街。功能
定位为集商务高端办公、科技研发集聚、旅游娱乐
体验、生态宜居生活于一体的活力新城。根据控
规要求，今后该片区将打造成现代服务业发展高
地、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区、宜居宜业的活力新城，
形成“一轴、一廊、三核、三片区”的空间结构。

在功能分区上，按照各区的主导功能，将规划
区划分为总部办公金融组团、康养医疗组团、互联
网创新创业组团、科研创意组团、教育培训组团、
海南传统文化休闲组团、特色娱乐休闲组团、物流
服务组团、中央公园绿带九大功能分区。在产业
布局上形成医疗健康、科创产业、“互联网+”、总
部金融、文化休闲、教育培训六大产业布局。与上
一版控规相比较，本次南片区控规增加了7所中
小学、25所幼儿园、14处社区卫生服务站、4处养
老院、16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处文化活动中
心、4处多功能运动场馆等。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欧燕燕

8月16日上午，在中国电信海南
公司解放路营业厅，市民王先生购买
了华为Mate 20X 5G版手机，领取
并开通了100GB的5G体验流量包，
即刻体验最高1Gbps的畅快网速。

据介绍，海南电信5G体验用户
在 5G信号覆盖环境下进行使用体
验，网速下载速率可近1.2Gbps。“5G
网速真快，平常在线看剧都要缓冲半
天，刚刚试看了一集竟然完全不卡
顿，过程十分流畅！”一些现场体验者
激动地说。

快，只是 5G的一个显著特征。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特
点，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
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

海南移动副总经理张和海说，5G
不是简单的4G加1G，5G将更具有革
命性、呈现更高的价值，能够为跨领
域、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深度融合提
供基础设施，将充分释放数字化应用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
用。海南移动将加快推动5G发展，
助力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彩、更优质的
信息服务，为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贡
献力量。

海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相比
4G，5G手机的主要特点在通讯能力
上，除了可以多支持5G支持的网络
通讯外，5G手机的天线数量也有明显
的提升，5G手机采用的是4根接收天
线，而传统4G手机采用的一般是1根
或者2根天线，这不仅能给5G手机带
来更稳定的通讯，同时也是5G速率
能达到1Gbps以上的关键所在。

此次发售的华为 Mate 20 X
（5G），是获首张中国5G进网许可证的
5G双模手机，同时支持SA/NSA网
络，5G+4G双卡双待，不仅拥有卓越
的5G联接能力，同时可向下兼容4G、
3G和2G等多种网络制式。通常情况
下，5G现网下行峰值速率10倍于4G。

“5G的成熟还需要社会各界及整
个产业链的共同支持和推动，对于大
众市场而言，需要有更多价格更为优
惠的手机终端推向市场供客户选择。”
海南移动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迎来火热施工期。

在海南，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在暗
暗发力。

去年8月，海南电信在海口举行
“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启动会，至此，中国电信在海口、琼海
两个城市的5G试点网工程建设正式
拉开了帷幕，也标志着海南5G试点
网建设启动。

省发展改革委今年7月底披露的

信息显示，海南电信5G示范网络项
目总投资12.6亿元，在海口建设规模
和内容包括50个基站、测试终端及配
套承载网络、核心网和业务网；在琼海
建设规模和内容包括30个基站、测试
终端及配套承载网络以及核心网和业
务网。项目现已完成24个5G基站开
通，其中海口12个、琼海12个。

海南移动方面，自2018年11月
16日开通了全省第一个5G基站以
来，已经在全省完成了百站规模的部

署，主要集中于海口、三亚、琼海等区
域，本月底将完成全省“县县通5G”，
可满足大部分5G用户尝鲜的需求。

“按照计划，海南移动将在今年底
完成全省超800个5G基站规模的部
署，实现海口、三亚核心城区以及博鳌
区域的5G全覆盖，预计明年将完成
全省城区区域的大部分覆盖，届时将
满足省内大部分用户的5G体验，使
5G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南移动相关
负责人透露。

自2018年启动 5G网络布局以
来，海南联通不断加快 5G 商用步
伐，已在全省19个市县推进完成5G
试验网的建设开通任务。截至今年
8月初，海南联通已完成5G NSA核
心网的改造升级，同时完成SA核心
网的建设，具备了5G NSA和SA混
合组网接入能力，已在市县政府办
公区、海南大学、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三亚凤凰机场等区域开通了48
个5G基站。

5G基站建设加快
预计明年将完成全省城区大部分区域覆盖

5G技术开始嵌入人类生活方方
面面，5G将给海南经济社会以及人
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海南如何才
能搭上5G的“东风”，助力产业转型
升级？

省工信厅厅长王静透露，海南将
加快5G基站建设和在医疗、教育、娱
乐、文化等方面的应用，今年完成光网
投资42亿元。

“5G是一张有生命的无线通讯

网络，它能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活
力，赋能全连接。对于5G手机用户
而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峰值超千
兆、随时随地 100Mbps 的速率体
验。而对于行业用户而言，5G 在
行业领域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质的飞越。”海南移动
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海南移动已经在省内
联合行业伙伴成功开展了 5G无人

驾驶、5G远程手术、5G远程超声门
诊、5G 机器人辅助手术、5G 无人
机、5G VR直播等应用试验，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未来，随着5G技术的进一步成
熟，这些试点的应用也将逐步走进
人们的生活。

“超高清视频、VR/AR 等业务
大概率将成为 5G 的第一波应用，
很快我们将能体验到这类业务带

来的视觉冲击，同时这类业务衍生
出来的如 VR/AR 远程教育、远程
驾驶、VR 游戏等也将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切实改变。”海南移动相关
负责人说，而再往后发展，基于 5G
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的特性，将
赋能各行各业，助力整个经济社会
的加速发展，人类也将因 5G 而步
入全连接时代。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抢搭5G建设“东风”
加快在医疗、教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应用

尝鲜5G手机
5G现网下行峰值速率10倍于4G

陵水黎明村一些村民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黎安潟湖，导致
岸边水体发黑发臭。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摄

陵水走所村旅游厕所外观别具特色，内部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8 月 16 日，千呼万
唤的5G手机，终于开始
发售。

当天，海南移动、海
南联通、海南电信不约
而同在琼发售 5G 手
机，5G体验活动也同步
开启。

此时距工信部正式
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商用牌照，不过两个
多月。5G规模商用的脚
步，越来越近。一个技术
引领变革的时代，令人充
满无限遐想。海南如何
才能搭乘5G的“东风”，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
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5G示范网络项目总投资
海南电信

项目现已完成

亿元12.6

个5G基站开通24
海南移动

将在今年底完成

实现海口、三亚核心城区以
及博鳌区域的5G全覆盖

个5G基站的部署800超

海南联通

已在全省
完成5G试验网建设开通任务

已开通

个市县19

48个5G基站

制图/王凤龙

昌江“黑老大”黄鸿发
涉黑资产公开
涉案金额达20多亿元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记者良子）8月 17
日，“海南警方”官方微博、抖音号等发布Vlog（视
频博客），公开昌江黎族自治县‘黑老大’黄鸿发
20多亿元的涉案资产，一时间引起网友关注，播
放量达2842万次。

视频中，在一处广场上停放着一排排保时捷、
奔驰等豪车；在一个房间的桌面上摆放着一些枪支、
子弹、大量银行卡和存折、价值不菲的玉白菜、价值
数十万元的名表，以及至少10本房产证。随便翻开
一本存折，存款金额在25万元至40万元不等。据
主持人介绍，视频中是海南“10·26”扫黑除恶专案
涉案赃物展示会，该案涉案金额达20多亿元。

据介绍，以黄鸿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20多年来在昌江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牟取非法利益。2019年1月6日，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省公安厅从全省
抽调警力，成功打掉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