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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万宁至洋浦高速公
路正式通车。该高速公路起点位于
万宁后安镇，途经琼海、琼中、屯昌、
儋州，终点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公路
全长163.42公里，开通运营后，万宁
至儋州车程由原来的4个小时缩短
至 1.5小时，直接惠及沿线周边近

400万人口。
万洋高速公路是海南“田字型”

高速公路网的重要一“横”，建成通车
意味着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全
面贯通；也是海南“丰字型”高速公路
网的重要一“横”，标志着我省“田字
型”高速公路网正向“丰字型”拓展延

伸升级。同时，随着万洋高速公路的
建成，我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1163公里，密度3.43公里/百平方公
里，迈进了全国中等水平行列。

万洋高速通车，加强了我省东西
部文化经济交流和环岛经济带对中
部山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了沿线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经济薄弱地区的
发展，对实现“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和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提高
全省资源要素利用效率、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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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万洋高速正式通车，为我省“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填上最后一“横”。这是海南“五网”现代化基础设施
提质升级的又一重大成果。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是落实中央要求“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的重大
举措。回首过去的一年，我省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理念，织密“五网”夯实发展基础——

海文大桥、文琼高速公路、万洋高速公路等一批路桥先后开通，乡村公路进村到组；红岭灌区工程主干渠全线贯通，南
渡江引水工程等一大批基础灌区工程逐步建设；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投入运营，海南岛与大陆形成了两条海底电力大通道；
全省1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已全部接通5G网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5G“县县通”……

经济发展，基建先行。我省不断夯实“五网”基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支撑。

■ 韩慧

标志性事件之所以让人印
象深刻，是因为承载着深远的
意义。万洋高速公路的建成通
车，就是海南交通史上一个值
得纪念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
标志着海南人民翘首以盼的

“田字型”高速公路网全面建
成，开始朝着建设“丰字型”高
速公路网的新征程迈进。这也
是今年继海文大桥、文琼高速
公路通车后，海南在“五网”现
代化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方面交
出的又一份漂亮“答卷”。

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全力推
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关键
时期，万洋高速公路胜利通车，
对实现“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和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
展，提高全省资源要素利用效
率、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都具有重大意义。

万洋高速公路为海南“田
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画上了
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随着它
的建成通车，海南高速公路总
里程达到 1163 公里，密度达到
3.43公里每百平方公里，阔步迈
进全国中等水平行列。公路从
无到有再到向好转变，从疏到
密再到连线成网，全岛“一纵三
横四环”互联互通交通主干网
正在形成，见证了海南以“田字
型”高速公路、环岛高铁、三大
国际机场为代表的“五网”基础
设施日臻完善的历史巨变，为
推动“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发展的战略构想提供了先
决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成就来自汗水，凝聚建设
者实干担当、勇于拼搏的奉献
精神，万洋高速公路通车正是
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积极投身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火热实践的现
实写照。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区精神和扎根守土、坚韧不拔、
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加快推进

“五路”和“丰字型”高速公路网
建设，早日实现“县县通高速”目
标，为推动建设自由贸易港、争
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动范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交通路网快速发展

一座桥，承载着海南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圆了海口文昌两地人民的长期期
盼；一条路，扣紧了我省沿海各市县均有高
速公路连接的闭环，有力促进文昌与琼海
这两大侨乡的紧密相连。

桥，是海文大桥——我国首座跨越地
震活动断层跨海大桥。

时针拨回到2019年3月18日15时，这
一刻，海文大桥正式通车。至此，因400多
年前的琼北大地震而“分离”的铺前港和东
寨港再次“相拥”，从文昌铺前到海口的路程
也由原来的1个半小时缩短至20分钟。

海文大桥始自文昌市铺前镇，途经北港
岛，止于海口市演丰镇塔市，接海口市江东大
道，全长5.597公里。是我省有史以来投资规
模最大、桥塔最高、跨度最长的独塔双索面钢
箱梁斜拉桥，也是国内防震、抗风级别最高和
唯一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

作为我省重大战略先导性基础设施项
目，海文大桥是“海澄文”经济圈的交通控
制性工程，也是海口江东新区首个完工通
车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极大推进了江东
新区互联互通、“海澄文”一体协调联动，对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及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路，是文琼高速公路——琼东北地区
的又一条快速通道。

9月21日，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正式建
成通车，文昌文城和琼海博鳌两地间车程缩
短至30分钟。这条起于文昌市文城镇，顺接
海文高速，终点位于中原镇博鳌互通，接G98
东线高速，全长65.7公里的高速公路，不仅推
动文昌航天城与博鳌亚洲论坛这两大战略区
域的快速联通，更直接惠及沿线50余万名群
众，对整合环岛旅游资源、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助推“三区一中心”建设均具有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在文琼高速公路清澜互通不
远处，国道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拉开了
大规模建设的序幕。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
是我省“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中的第一

“横”，该项目的开工，也标志着我省高速公路
网开启了“田字型”向“丰字型”提质升级。

我省路网的发展不止于“大动脉”，还
延伸到了“毛细血管”——乡村公路。

11月26日，临高县多文镇加良村至美兴
新村，总长2.669公里的农村公路完工建成。
至此，海南农村公路迎来历史性的一刻——
全省20278个具备硬化条件的自然村全部通
上硬化路，海南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实现了
所有具备条件自然村通硬化路的目标。

今年，紧随“路”一起来到农民“家门
口”的，还有“车”。11月30日，随着儋州市
最后一个建制村开通客车，全省2560个具
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客车目标顺利实
现，农村群众真正实现了“出门水泥路、抬
腿上客车”愿望。

而与农村居民一样感受到海南交通便
利化的，还有城镇的市民游客。

7月1日，海口市郊列车开通运营，这
是国内第一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列车，
也是海南省首条投入运营的快速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充分盘活了闲置资源，丰富了
公共交通服务产品、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了
新的选择。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基础设施是城乡发展的支撑，是增进
百姓福祉的民生工程。今年，我省围绕“五
网”等重点领域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一批重
大项目取得了新进展。

国庆节前夕，好消息从南渡江畔传来
——9月30日上午，南渡江引水工程龙塘
右泵站顺利启动试运行，为龙塘右泵站正
式通水奠定基础。

南渡江引水工程是国务院部署推进的
全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龙塘右泵站是南渡江引水工程东部城市供
水工程的起点，“顺利试运行标志着南渡江
引水工程建设取得预期成效。”省水务厅相
关负责人说。

11月中旬，水网方面再传喜讯——红

岭水库灌区工程主干渠11月15日全线贯
通，预计明年1月中旬将试充水，向主干渠
沿线的15座中小水库补水。

红岭水库灌区工程范围涉及文昌、海
口、琼海、定安、屯昌等5个市县，是解决琼
东北地区工程性缺水的重要工程，建成后
将基本解决灌区内生活生产用水需求，成
为我省又一个百万亩灌区。

同样，我省电网也在提质升级。5月
30日，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二回联网工程
正式投运，海南岛与大陆形成了两条海底
电力大通道。

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二回联网工程可
为我省新增60万千瓦送电规模，有利于昌
江核电机组充分发挥效益作用，在降低海
南岛“大机小网”电网安全风险的同时，进
一步缓解当前海南用电紧张的局面，为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电力支撑。

5G是未来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今年6月国家发布5G牌照以
来，省委、省政府从5G网络建设和行业应
用两个方面同步推动全省5G建设发展。

8月1日，我省发布第一批共20个5G
试点应用项目，涵盖医疗、教育、旅游、文化、
电力、港口等多个领域。截至9月，我省已累
计开通5G基站507个，覆盖教育、医疗、文
体、产业园区等重点应用区域，全省19个市
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已全部接通5G网络。

“这标志我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5G
‘县县通’。”省工信厅厅长王静说，目前，我
省主要通信指标已跻身全国先进，实现跨
越式发展。

气网方面，环岛天然气管网文昌-琼
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加快建设，建成后将
连接已建成的三亚-东方-洋浦-海口-文昌
输气管道，形成海南岛环岛闭环管网。

路网更通畅、光网更快速、电网更明亮、
气网更充足、水网更润泽……一年来，我省

“五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与自贸区自贸港
相适应的现代化、网络化、智能化“五网”基
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更加坚实。

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总
里程达到 1163 公里，密度 3.43 公
里/百平方公里，迈进了全国中等
水平行列。

全省 20278 个具备硬化条件
的自然村全部通上硬化路。

全省2560个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 100%通客车

截至今年9月，我省已累计开
通 5G 基站 507 个，覆盖教育、医
疗、文体、产业园区等重点应用区
域。全省 1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
发区已全部接通5G网络

截至今年10月，全省 20户以
上自然村光纤宽带和4G覆盖率分
别达93.36%和99.45%

路网

光网

2月9日，海南联网二回工程首根海底
电缆登陆海南澄迈。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宋印官 蔡勇 摄

7月22日，南渡江引水工程中部输水
隊洞3号支洞上游工人合力疏通灌浆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版文字由陈奕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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