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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至海棠湾段高速公路主线
今日18时正式通车

本报保城12月30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陈慧文）记者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获悉，经相关
部门同意，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保亭
至海棠湾段主线将于12月31日18时正式通车，
至此，海南将迈入“县县通高速”时代。

省交建局重点提醒，按照项目交工验收会议
要求，该段通车后全线限速80千米/时，2021年1
月底限速恢复100千米/时；该段从北到南依次设
置保亭互通、加茂互通、三道互通、海棠湾北枢纽
互通等4处互通，加茂互通、三道互通届时仍不具
备通行条件，保亭互通、海棠湾北枢纽互通的部分
匝道开放通行，具体请按照指示标牌行走。

据悉，保亭至海棠湾段高速公路主线全长
27.176千米，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三亚市
境内，起于保亭互通，终于海棠湾北枢纽互通，主
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公里，设置桥梁14座、隧道2座、互通式立交
4处、涵洞通道73道、天桥5座。

该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保亭不通高
速的历史，将带动保亭融入大三亚经济圈，助推海
南中南部山区的乡村振兴，增强沿线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满足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
脱贫攻坚战的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为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的交通保障。

本报那大12月30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12月30日，位于
儋州市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举行创建
三甲综合医院揭牌仪式，标志着该院
正式成为三甲综合医院。儋州成为海
南西部地区唯一拥有2家三甲综合医
院的市县。

近年来，儋州与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上海九院）合作办医取得积极进

展。2017 年 9月 2日，儋州市有关
部门与上海九院签订托管协议，把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委托上海九院全
面管理，组建上海九院集团—（海
南）儋州医联体。上海九院全方位
支持和帮扶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先
群、院长陈国强，上海九院负责人等
先后多次到儋州调研。同时，上海
九院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创办海南

西部地区首个院士工作站，并选派
13 名资深专家到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任临床医技科室主任，累计在儋
州派驻各类人才668人次。

上海九院输入优质医疗资源，帮
扶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建立科学高效的
管理运营机制，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双方合作3年多来，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临床科室从32个扩展到37个，感
染科等10个学科成为省级重点专科，

建成6个省级诊治中心、4个市级诊疗
中心，开展110多项新技术运用。该
院先后获得“海南省2018年度管理创
新医院”“海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中国医院科学抗疫先进医疗
队”“全国巾帼文明岗”等省级以上集
体荣誉18项，该院医务人员获个人荣
誉93人次，其中1人被授予“全国卫
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个
人”称号。

打造“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性
医疗中心、构建全省“1小时三级医
疗圈”是省委、省政府发展医疗卫生
事业的战略布局。近年来，儋州紧紧
围绕建设海南西部区域性医疗中心
的目标定位，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加快构建医联体，城乡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卫生健康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

儋州与上海九院合作办医结硕果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跻身“三甲”

送温暖 抗严寒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

寒潮将至，12月30日晚上7时
许，海南大学大一新生李米收到了一
份带着暖意的礼物——厚实的冬被
和温热的姜茶，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
一场“及时雨”。

根据海南省气象局日前发布的
寒冷三级预警，海南岛将出现持续低
温天气过程，预计海口等市县12月
31日最低气温将降至10℃及以下。
获悉消息后，海南大学第一时间作出

决定，采购一批冬被和姜茶并及时发
放到相关学生手中。

海南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林琛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该校实施

“暖冬行动”的又一具体举措。此前，
学校已经决定向300名家庭经济困
难、返乡路途遥远的本科生发放
2000元困难补助金，作为他们寒假
返乡的路费资助，帮助他们安全回
家、团圆过年。寒冷三级预警发布
后，学校一方面派出人员采购冬被和
姜茶，一方面派出学生干部走访宿

舍，把缺少冬被御寒的学生名单整理
造册，确保在寒潮到来前将所有冬被
和姜茶发放到位。

海南大学大一新生张小婉说：
“学校这一举动让第一次远离家乡独
自生活的我们心里暖暖的。”她还注
意到，除了送到宿舍的冬被，学校在
每个食堂都准备了免费的姜汤，同学
们可以把热气腾腾的姜汤打包带走，
御寒暖身。

“暖冬行动”只是海南大学着力
构建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的举措之

一。近年来，海南大学将学生资助作
为重要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加以推
进，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无
忧、学习无忧、餐饮无忧、就业无忧。

“目前，学校已经实现了‘重点人
群重点资助，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
个性化精准资助，实现了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应助尽助。”林琛表示，海
南大学将进一步完善资助育人长效
机制，切实帮助每位学生在逐梦道路
上不断前行。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海南大学为困难学生实施“暖冬行动”

冬被厚 姜茶暖 学生赞

南繁基地水利设施工程加快建设

长茅西干渠
主体渠道完工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记者孙
慧 实习生焦晴）12月3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南繁基地水利设施项目今天顺利
完成了长茅西干渠主体渠道建设，该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国家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的农业灌溉条件，加快推进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南繁科技城建设，
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南繁基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由乐
东和三亚两个片区组成，其中乐东片
区主要为长茅灌区；三亚片区分为三
个灌区，由西至东分别为大隆灌区、三
亚河灌区、赤田灌区。长茅西干渠位
于长茅灌区，水渠改造加固为本项目
建设的关键线路，工程施工总长
23760米，渠道建设包括测量放样及
清表、旧渠拆除、土石方开挖与填筑、
混凝土施工、接缝处理、渠顶道路及附
属工程。

南繁基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项目总投资 8.438 亿元，设计灌溉
面积 18.8 万亩，共新建、加固改造
灌渠 18 条，总长 50.3 公里；排沟 8
条，总长 22.5 公里；灌区和排沟总
长 72.8 公里。项目灌溉设计保证
率为 95%，排涝设计标准为 10 年
一遇 24 小时暴雨，设计洪水标准
为10年一遇。

第二十一届海南欢乐节落幕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

李艺娜）12月30日晚，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在三亚举行，宣告本届
欢乐节顺利落幕。

本届欢乐节是我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举办的一场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也是海南自贸港
开局之年举办的第一场欢乐节。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欢乐节中，海南国际旅游
装备博览会、欢乐周系列文化艺术活动、海南锦·
绣世界文化周等特色鲜明、有亮点有新意的活动，
推动了旅游、文化、体育活动的深度融合；敦煌石
窟艺术展、“自贸港之声”新年音乐会、海南草莓音
乐节等文化艺术及地方特色展览、演艺等活动，向
市民游客展示出浓郁的艺术特色及海南本土民
俗文化；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期间推出的六条
主题旅游线路，景区及酒店推出各项优惠措施，
聚合了全省旅游资源，让全民共享欢乐盛宴；海
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三亚目的地婚礼博览
会等一系列旅游、美食、离岛免税、购物等促消
费活动，进一步提升海南购物天堂、海南国际旅
游岛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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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主会场“欢乐大餐”处处精彩，国内外游客HI不停——

自在玩乐 悠游海口

欢乐海南，HI游海口。2020年（第二十一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于12月30日正式落
下帷幕。自11月20日启幕，在为期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的海口，精心策
划推出了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2020腾讯数
字文创节（TGC）、旅游文化音乐集市等一系列
活动，开启了一场集文化、旅游、赛事、节庆于一
体的欢乐盛宴，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
下文化、时尚而活力四射的美好新椰城，为国内
外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欢乐体验，同时也实
现了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双增长。

顶级流量“嗨”动椰城

“贡贡、舜舜，生日快乐！”11月22日，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熊猫世界馆里，挤满了来
自国内外的市民游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为大熊猫兄弟贡贡、舜舜庆生。

2018年，大熊猫兄弟俩一上岛就成为当年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团宠，吸粉无数。今年
的欢乐节，为了回馈喜爱大熊猫兄弟的市民游客，
海口旅文部门和海野动植物园联手策划了海野
热带大熊猫兄弟登岛二周年暨熊猫世界开馆二周
年庆祝活动。11月20日至22日期间，不断有来
自国内外的市民游客来到熊猫馆打卡“吸滚滚”，

熊猫兄弟再次成为欢乐节海口的“流量明星”。
海野热带大熊猫兄弟登岛二周年暨熊猫世

界开馆二周年庆祝活动是此次欢乐节海口策划
的众多活动之一。从11月20日开始，作为主会
场，海口陆续开展了欢乐节开幕式、“欢乐海南”
大型旅游推介会、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
闲旅游博览会、2020（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
食博览会、2020 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海南
锦·绣世界文化周、2020 腾讯数字文创节
（TGC）、第三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花意
椰城·欢乐海口、海口欢乐话剧周、2020海口乐
购嘉年华、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海南欢
乐夜”旅游文化音乐集市、2020海南首届温泉
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从国庆中秋的“嗨游”到欢乐节的“乐游”，
有节靠节，海口通过精心设计旅游“菜单”，进一
步丰富了旅游业态，创新了产品供给，引来了流
量，搅热了冬季旅游市场。据海口旅文局统计，
11月海口市的国内游客市场持续翻红，一日游
游客明显增多，接待游客总数246.59万人次，同
比增长5.02%，环比增长2.04%。

深化文旅融合撬动市场消费

11月21日晚，伴随着领跑Coser亮相和发

令枪声，2000多人身着荧光跑服与配饰在海
口湾漫步休闲道上起跑，围绕着海口湾的堤岸
尽享海口流光溢彩的夜风景。

这场荧光夜跑是海口市商务局和海口市旅
文局共同策划主办的“海南欢乐夜”旅游文化音
乐集市内容之一，主办方策划了夜购、夜食、夜
游、夜娱、夜秀等诸多主题活动。在集市上摆摊
的商户总数超过130家,销售额超过海口2天夜
市销售总额的一半。同时，音乐集市主办方还
联手海口免税店、OPPO手机、海垦夜市等品牌
商家开展夜间打折让利活动，通过派发定向消
费券及优惠商品等激发夜间消费潜力。集市开
市的两天时间里，每天都能吸引上万名市民游
客“逛集市”。

开设“海南欢乐夜”旅游文化音乐集市是海
口深化文旅融合，以集市引人流来撬动市场消
费的举措之一。人气旺，财气才能旺。作为欢
乐节的主会场，海口在设计配套活动时，着力于
提高活动的参与性，拓展旅游消费空间，构建消
费新业态，拉动消费升级，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捧薪助火。

据了解，本届欢乐节期间，在海口举办的
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2020年(第
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等展会，参观的

人流量达数十万，每场展会的成交量均超亿
元。此外，海口各大景区（点）、宾馆酒店、民宿
等也精心策划了许多主题活动与优惠促销，充
分发挥了旅文消费的带动作用，实实在在炒火
了冬季旅游消费市场。据统计，11月海口旅游
市场的国内游客人均花费1318元/天,同比增
加250.63元。

悠游海口“欢乐”延续

12月30日晚，第二十一届欢乐节在三亚落
幕了，但是过节“HI游海口”持续进行中。

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结合
本地娱乐文化、生态优势以及在免税方面的优
惠政策，海口将持续造节引流，谋划布局春季旅
游市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下，以文
旅赋能提升城市吸引力，用高质量的文化体验，
激活消费业态、点亮市民生活、加强城市魅力。

据介绍，目前海口旅文部门已针对新春旅
游市场策划了自在无忧行、潮玩小资行、亲子欢
聚行等三条旅游线路，将充满年轻活力、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的海口呈现给游客，为国人出游
提供更多选择。“接下来还将有更多更精彩的精
品旅文产品推出，敬请期待。”海口旅文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版撰文/许春媚）

一、自在无忧行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登万年火山，远眺海

口城市风光）—五源河湿地公园（看白鹭蹁跹，爱上

花园城市）—假日海滩（踏浪戏沙，感受滨海城市风

光）—漫步海口外滩（看一场街头演出，尽享浪漫夜

海口）

午餐：火山口金色餐厅

晚餐：古姑姑私房菜、欢乐海岸、外滩餐吧、东门

市场自购海鲜（海甸一东路或板桥路加工）

住宿：万豪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大华西海岸假日

琼台福地、五公祠（感受南溟奇甸历史，体验海

口多重文化）—观澜湖高尔夫球场（月球挥杆，独特

球场体验）—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体验一梦

百年的光影，寻找电影拍摄地）

午餐：琼台福地美食街、假日一品茶楼、原味主

张椰子鸡

晚餐：海口丁村万人海鲜广场、观澜湖新城

住宿：观澜湖酒店、电影公社民宿群

二、潮玩小资行
海口骑楼老街（看南洋百年建筑、品尝海口本土

风味）—日月广场免税店（尽情享受购物乐趣）—海

大南门夜市（感受烟火气息，一站式收罗全中国味

道）—华彩华邑天空吧（晚上：远观城市灯光秀，品味

海口夜色魅力）

午餐：水巷口辣汤饭、吴日彪炸排骨、老盐果汁

系列、亚妹海南粉

晚餐：海大南门夜市

住宿：骑楼还客1921、见外精品民宿、海口华彩

华邑酒店

长影环球100（打卡电影世界，嗨玩主题乐园）—帆

船帆板基地（体验乘风破浪，亲水之旅）—海口湾演艺中

心（看一场精品演出，感受文艺海口）—国贸酒吧群（延

续海口时间，嗨起来的夜生活）

午餐：长影环球100、欢乐海岸

晚餐：皇马假日餐厅、海府粥城、国贸商圈

住宿：海航希尔顿酒店、宝华海景大酒店、南海

博物馆酒店

三、亲子欢聚行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近距离观看双国宝，和

大自然亲密接触）—观澜新城（猫居酒店，NBA体验、

巴萨足球、泰迪馆等主题馆，独享欢乐亲子时光）

午餐：火烈鸟餐厅

晚餐：万人海鲜广场、观澜湖新城

住宿：观澜湖酒店、电影公社民宿群

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高山村中听耕读故事，农

业梦工厂看黑科技）—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体

验渔舟唱晚，品尝当季海鲜）—芳园村（同游莲池采

莲子，亲子广场听音乐）

午餐：鲜花餐厅

晚餐：连理枝、豆藤渔村、曲口海鲜第一家

住宿：连理枝民宿、伽椗山居民宿、瑶城民宿、鲁

能希尔顿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正在进食的大熊猫吸引游客关注。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供图 11月20日晚，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暨欢乐主题晚会在海口举行。 高林 摄

本报石碌12月30日电（见习
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12月
30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和各乡镇积极开展“寒冬送温暖”活
动，带着御寒物资走入困难群众家
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
状况，及时慰问，为该县低保对象、特
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等送上御寒

物资。
昌江民政局局长王运海介绍，截

至12月 30日，昌江为全县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等发
放价值196028元的防寒物资，共计
2494件。其中防寒大衣682件，保
暖套装808套，棉被811床，褥垫7
张，米和油186件。

昌江

困难群众接过御寒物资
本报临城12月30日电（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有了棉
被，晚上睡觉更暖和哩！感谢党和
政府的关心。”12月30日，在临高
县和舍镇敬老院，70岁的孤寡老人
许林养从和舍镇民政站助理王景壮
手中接过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为切实关怀孤寡老人的生活，

12月30日，临高县民政局组织各镇
民政工作人员，为全县孤寡老人送
上一份温暖。“今天为镇里敬老院10
位孤寡老人送去了棉被等御寒物
资，希望他们能温暖过冬。”王景壮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据临高县民政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已为孤寡
老人送去277件棉衣、150床棉被。

临高

孤寡老人收到冬日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