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疏
港大道二期工程，道路的园林绿
化工程正有序开展，交通标识也
正在完善。

据介绍,洋浦疏港大道二期工
程项目总投资为9.1亿元，工程建
设以疏港道路货运交通运输为主
的城市主干道，全长8.79公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疏港大道二期
“新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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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婷）1月 27日凌晨0时
58分至2时30分，海口美兰机场二期
周边路网工程涉铁段项目双幅T构箱
梁在空中同步完成83度“转身”，这标
志着我省跨度最长、吨位最重的转体
梁实现“精准就位”，这是我省首个跨
高铁双幅转体梁。

据了解，由海口市城建集团代
建的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工程
涉铁段项目邻近海南环岛高铁（东
段）营业线，线路全长 3.3 千米，设
计速度为 60 公里/小时，路幅宽度
为60米，主线双向六车道+辅道双

向四车道。
此次完成作业的双幅T构箱梁由

中铁四局集团和深土公司联合承建施
工，连续梁为双幅2*60米T构桥，单
墩转体重量分别为1.2万吨与1.3万
吨，箱梁单幅桥面宽分别为21.55米
与24.25米，桥身南北走向上跨海南
环岛铁路（东段），也是我省首个跨高
铁双幅转体梁。

为确保两个万吨级梁体精准“就
位”，该项目部在桥体承台上方安装了
一座直径2.8米、重2.5吨的“转动装
置”——转体球铰。通过牵引与上球
铰互相固定的转台使桥墩以球铰中心

轴为中心进行转动，即可实现重达万
吨T构桥的转体施工作业。“桥梁转体
法施工可使桥梁施工克服地形、交通、
环境等条件制约，节省工程造价、缩短
建设工期，同时能有效保证施工过程
安全可靠。”该项目经理吴坤凯介绍，
本次转体的桥梁施工实现了主桥下方
列车运行零影响，保障环岛铁路的行
车安全。

此外，该项目作为美兰机场二
期周边路网工程控制性工程，其近
期可连接海文高速、远期可连接绕
城高速，项目建成后将为海南发展
旅游业、运输大量客流等提供硬件

基础设施保障。同时，也将成为助
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实现航空、环
岛铁路、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
多种交通方式便捷转换，打造海南
自贸港对外经贸交流的重要门户的
重点工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美兰机
场二期周边路网工程涉铁段项目于
2020 年 7月 1日开工建设，在海口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协调下，仅
用1个月时间完成前期全部审批流
程，大大提升了项目推进效率。施
工单位加大人、材、机投入，投入管
理及施工人员 200 人，增加到正常

施工时人员的2至3倍，投入各种机
械设备50余台，用半年时间完成了
正常施工需 1年完成的施工量，目
前已完成固投1.9亿元。

我省首个跨高铁双幅转体梁完成转体作业

两个万吨级“大家伙”同步“转身”

为进一步做好2021年春节前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省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从1月25日
起至春节放假前，省和各市县根治欠薪
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组织成员单位联合办
公，集中开展每日接访活动，受理有关欠
薪的投诉和举报，为农民工就地就近维
权提供便利。现就接访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接访时间
2021年1月25日至2021年2月10

日

二、接访地点
（一）省接访地点及电话
海南省信访局二楼207接访室，电

话：36620882
（二）各市县接访地点及电话
海口市：海口市政府办公区6号楼

市信访局1001接访室，电话：68724230
三亚市：三亚市信访局，电话：

88368755
三沙市：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三沙

市 临 时 办 公 区 4#201 室 ，电 话 ：
66816036

儋州市：儋州市信访局一楼接访室，
电话：23320200、23317760

琼海市：琼海市劳动保障应急行政
执法大队102办公室，电话：62930921

文昌市：文昌市文汇集中办公区一
楼127室，电话：63211963

万宁市：万宁市就业保障大楼三楼，
电话：62291568

东方市：东方市信访服务中心一楼
小会议室，电话：25500866

五指山市：五指山市信访服务中心
会议室，电话：86622192

乐东县：乐东县信访局信访服务大
厅，电话：85596230

澄迈县：澄迈县信访局一楼接访室，
电话：36509060

临高县：临高县信访局一楼接访室，
电话：28283427、28275680

定安县：定安县执法局三大队103
室，电话：63827235

屯昌县：屯昌县信访局二楼接待室，
电话：67835196

陵水县：陵水县信访局一楼大厅，电
话：83322052

昌江县：昌江县信访局一楼，电话：
26698669

保亭县：保亭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劳
动保障和应急行政执法大队一楼值班
室，电话：83666063

琼中县：琼中县人社局二楼劳动关
系综合服务大厅，电话：86231245

白沙县：白沙县人社局三楼会议室，
电话：27715652

洋浦开发区：洋浦就业局劳动监察
大队1楼，电话：28825670、28822633

三、上访注意事项

（一）凡在我省务工的农民工如有欠
薪问题均可选择就近的市县反映。

（二）反映欠薪问题，请尽量提供劳
动合同、工资清单、结算单、工资欠条、考
勤表等与欠薪相关的证据材料。

（三）请农民工朋友依法理性反映个
人诉求，涉及人数多的，可推选3至5名
代表。

海南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27日

海南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1年春节前集中接访农民工欠薪问题有关事项的公告

贺岁轻喜剧《假日暖洋洋》开播

三亚风光“抢镜”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昂颖）海南日报

记者1月27日从爱奇艺海口创意中心获悉，全程
在三亚取景、剧中多处展现三亚风光的贺岁轻喜
剧《假日暖洋洋》于日前登录北京卫视黄金档，并
在爱奇艺全网独播。

《假日暖洋洋》由爱奇艺、启蒙影业出品，复星
影业联合出品，金牌导演姚晓峰执导，谭君平、张
书维担任总制片人，实力派演员姚晨、白宇、张静
初领衔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四组主人公于春节
假期发生在“真爱度假村”温暖治愈的欢乐故事，
通过轻喜剧的叙事形式，对事业、爱情、家庭、亲子
关系等现实话题进行探讨，生动刻画了年轻情侣、
单亲家庭、中年夫妻等不同年龄层的人物，贴近当
下都市人的情感生活。

据了解，这部作品以团圆叙事为故事基调，用
诙谐风趣的喜剧手法和欢欣悦目的歌舞场面带给
观众轻松温暖的情感体验，展现小康生活图景下
普通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让观众在欢笑与感动中
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海南本地特色民居和骑楼风格建
筑错落有序，1.2万平方米古村落庭院
式综合商业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与
一期改造后的美景融为一体……既有
村中美景，又有繁华的商业业态，1月
27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琼海市博鳌
镇沙美村，满眼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每次回到村里，我都能感受到变
化。我相信，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以
及社会资本的注入，村里会越变越好、
村民会越来越富。”博鳌镇沙美村外出
务工人员吴有庐说，现在村里也建起
了民宿，四合院落古香古色，一砖一瓦
韵味悠长，每逢节假日旅游持续火爆。

背靠金牛岭，面向广阔的沙美内

海，沙美村风景优美。“只有美景不能带
动商业业态，要想让村民真正富起来，
就需要吸引社会资本进来。”沙美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锦锋说，近年
来，为进一步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琼海
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方考察论证，认定
打造乡村旅游成功样板的“袁家村”企
业（陕西袁家村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
司）的建设经营、管理模式，是提升沙美
村地域建设最适合的样板。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把绿水青山真正打造成金山银
山，2019年，在打造“沙美美丽乡村”
一期项目的基础上，琼海市委、市政府
确定袁家村·沙美印象项目为博鳌亚
洲论坛的配套工程，部分会议可在沙
美村举办。

“外国友人在会议休息期间，可以
方便在村里休闲娱乐，并实地参观我
们的美丽乡村。”村民王小艾说，近几

年来，琼海市政府给予沙美村大力支
持，开展了“修路盖桥、穿衣戴帽”般的
建设，让这里成为有山、有河流、有内
海、有田园、有湿地公园、有漂亮村舍
的美丽乡村。

“沙美村打造得很好，山清水秀，
既有美景又有美食。”陕西游客李志强
在参观完沙美村后不禁感叹，到沙美
村可以在山水田园间畅游、滨海长廊
里漫步、书吧民宿内养心，是一处不可
多得的好地方。

“这次回来就不准备走了，在村里
务工也好，做小生意也好，越来越多的
机会留给了我们村民。”吴有庐说，如
今，沙美村实行了“旅游+美食”“酒店+
民宿”“度假+休闲”“团建+娱乐”“亲
子+康养”“文创+农副产品”的产业链一
体化综合管理标准，实现产业、创业、投
资、孵化及就业等多元化协调发展。他
将从中寻求商机，在家门口就业。

冯锦锋介绍，目前，沙美村已建成
“一店一品”餐饮小吃、15个农家特色
小院、30亩草坪花园休闲娱乐区、15
间精品客栈、2万亩内海湿地及千亩

红树林生态公园等旅游项目。多个项
目的综合吸引力增强，让村民对未来
的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嘉积1月27日电）

吸纳社会资本，探索产业共融、业态相生的乡村产业新模式

琼海沙美村：打造美丽乡村“新样板”
新春走基层

“就地过年”促消费转向

我省旅游企业发力本地游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李

文旭）随着各地相继发布“就地过年”倡议，今年民
众春节出游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海南日报记者
日前获悉，我省景区酒店纷纷推出优惠套餐和丰
富活动，发力本地游市场，满足岛内市民游客就地
过年的需求。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弹性调整了相应的市
场营销计划，面向医护人员、岛内游客等推出相应的
主题营销活动。如针对海南岛民以及在海南工作及
上学的客群提供丰富就地过年的产品及套餐，岛民
可享受春节可用的特价海景房，超低价畅玩水世界
或水族馆、免费预约豫园灯会嘉年华门票等超值“福
利”；天涯海角游览区彩虹卡丁车项目面向游客开
放，营造出轻松有趣又热血的竞技氛围。同时，还有
新建成开放的星空营地、亲子淘金和沙滩儿童乐园
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发现不一样的天涯海角。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该县旅文局联合槟
榔谷、七仙岭、神玉岛、茶溪谷四家景区，面向全省
本地居民再次发行2021年59.9元年保亭旅游年
卡。槟榔谷旅游区日前投入运营海南首个以探秘
苗族文化为载体，深度体验雨林乐趣的“飞林探巢”
项目，玩家既能欣赏到雨林秘境的苗家美景，还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苗家人穿梭飞越雨林的历奇之趣。

琼中首批6个
中小学名师工作室挂牌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王丽娟）日前，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从全县各中小学校选拔出6名中
小学优秀教师，成立首批名师工作室，力争通过以点
带面，提升全县整体教育教学水平。2025年前，琼
中将在全县设立40个中小学学科名师工作室。

首批成立的名师工作室包含高中语文、初中
英语、小学数学等科目，将在名师指导下，围绕名
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以优秀中青年骨干教
师为培养对象，通过听课、培训讲学、送教支教、课
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开展学科研究、教改探索和教
学磨炼，培养一批县级学科骨干教师。

琼中第一小学校长王昌元是首批入选的教师
之一，其主持成立的名师工作室主要负责信息技
术工作。他表示，今后该工作室将发挥平台优势，
引导全县信息技术学科教师提升信息技术课堂教
学水平，和各个学科进行深度融合，同时通过信息
技术推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

昌江重点推进
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建设

本报石碌1月27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
约记者林朱辉）“高层次人才认定、住房补贴申领、
专业技术资格认定等事项，现在都统一整合到了

‘单一窗口’，整个办事流程简化了不少。”1月27
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的海南
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工作人员正在
电脑前忙着审批人才服务的相关事项。

“现在到了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建设的重点
推进阶段，我们将进一步精简业务办理流程，加强
窗口人员专业化培训，不断健全运营机制，真正为
各类人才提供‘只进一次门、只用一张网、只打一
次电话’的高效便捷服务。”昌江县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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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1月 27日上午，临近春节，海南
日报记者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学项
目看到仍是一番热闹的施工景象：往
来的工程车忙碌运转，工人们专注在
各自工位上，综合楼、体育馆、教学楼、
食堂、教师周转房、宿舍和室外田径场
等建筑主体工程初具雏形。

“200余名工人放弃归家团圆坚
守工地，实现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力确
保学校今年9月如期开学。”项目建设

总承包方——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倪
森邦说，同类项目建设常规需要2年，
他们通过科学规划，采用高效建造和
智慧建造方式，力争一年内完成项目
施工。

崖州湾科技城中学项目是海南自
贸港建设首批重点启动项目，规划用
地面积约为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为5.3万平方米，将于2021年9月
竣工交付使用，它的建成将极大补齐
科技城基础教育设施不足的短板，有
效满足高端人才子女就地享受高质量
教学的迫切需求。

项目要求高、时间紧，如何确保质
量不降、速度提升？曾经参与武汉火

神山、雷神山项目建设的倪森邦深知
科学施工的重要性。

“我们加强设计管理，建立设计例
会制度，避免设计工作影响整体工期；
以‘统一标准规格、减少工序、提升质
量’为原则优化工艺，节约工期；采用

‘工作面不闲置’的方式，对每道工序
的前置和后置工序、施工条件进行梳
理，建立工序穿插模型，精细化施工，

‘以空间换取时间’。”倪森邦透露。
施工道路重新破拆施工、绿化树木

重新栽植、照明系统重新迁线……传统
施工中常见的二次乃至多次调整施工
的场景，在崖州湾科技城中学项目上几
乎不可见。其中的关键，在于项目设计

和建设同步规划，对道路、管网、排水
沟、绿化、停车场、围墙、照明、栏杆等多
项重点施工场景优先设计，做到永久使
用和临时使用相结合，既能满足当前施
工需要，又能兼顾永久使用需求，最大
程度减少浪费、节约时间。

一台手机、一个电视显示屏，是倪
森邦最常用的工作工具。

每天，倪森邦随时打开项目智慧
工地管理软件，可以360度无死角地
看到设置在工地30余个摄像头传送回
来的实时施工画面。如果施工设备出
现故障，软件还能自动报警、同步实现
故障设备的自动停用。每日工地的物
料使用、水电使用等情况也能同步传

递，方便管理人员动态了解施工进
展。而且，平台、扬尘噪音检测及雾炮
控制系统等10项智慧工地系统的使
用，也有效保障施工进度和现场安全，
将施工对市政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成
80%，已有4栋单体主体结构封顶。

“春节不停歇，我们将给就地过节的工
人每天发放补贴，节日期间工人工作
两班倒，全力以赴确保孩子们能在设
备先进、环境优美的新校园里开启新
学年。”倪森邦表示。

正午骄阳正劲，工人工作的热情
却丝毫不减，忙碌的工地上又将迎来
新变化。 （本报三亚1月27日电）

崖州湾科技城中学项目打造智慧工地，200余名工人放弃归家团圆坚守工地——

“确保孩子们在新校园开启新学年！”

日前，游客在沙美村游览休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