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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12月2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徐
淑江）12月26日，博鳌超级中医院（研究型）新院
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落成。

据介绍，博鳌超级中医院（研究型）新院由海
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院在
原有的治未病中心、康复康养中心基础上，增设中
医健康体检中心、传统诊疗中心、中医药真实世界
研究应用中心、中医药临方制剂中心、民族医学中
心等核心单元，致力于打造融中医医疗、养生保
健、康复疗养、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教育培训、
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中医药真实世界研究、基层
中医药骨干人才临床示教、中医特色医疗旅游于
一体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基地。

中医药是乐城先行区大健康产业格局中的重
要板块。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符祝表示，乐城
先行区坚持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以及乐
城综合医疗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在慢性病及老
年性疾病的预防、肿瘤等病种康复方面不断发力。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玮
介绍，博鳌超级中医院将通过临床医疗与科研并
举的发展模式，借助乐城先行区真实世界研究政
策，开展中医药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工作，继承和发
扬中医药名方、验方，整合民族医药资源，打造高
水平的研究型中医院。

博鳌超级中医院
（研究型）新院落成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
彤彤）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目前西线高速公路珠碧江大桥
抢修工作顺利推进，按照施工计划，
12月28日将吊装右幅梁板，2022年
1月5日完成右幅桥面铺装及护栏施
工，确保明年春节前完工通车。

今年 10月，受 17号台风“狮子
山”的影响，洪水暴发冲刷桥梁基础，
致使珠碧江大桥右幅（三亚到海口方
向）5号桥墩下沉。省交通运输厅根
据有关规定，按应急水毁抢修方式实
施桥梁抢通，并委托海南省路桥集团
承担珠碧江大桥修复工作。

12月下旬，距离春节越来越近，
海南西线高速即将迎来交通高峰。为
保障人民群众出行便利安全，珠碧江
大桥施工也迎来建设高潮。目前大桥
左幅桥面已全部铺装完成，右幅盖梁
也已浇筑完成，拦沙坝挡墙也已全部
建好，护岸墙已施工130米，即将完成
155米的全部工程量。施工现场，工
人们严格按照要求施工，全力确保珠
碧江大桥春节前顺利通车。

珠碧江大桥
左幅桥面铺装完成

海口江东新区兴洋三横路
即将开工
全长逾4公里，总投资3.75亿元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刘梦晓 实习
生张梦真）12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江东
新区兴洋三横路项目现场看到，施工围挡已经安
装完成，项目部正在为近期开工全力推进各项准
备工作。

据悉，兴洋三横路项目起点位于桂高三横
路，横穿桂岛路、桂经路，最终接入东寨港大
道，为双向四车道和两侧人行道的城市次干
道，全长 4.138 公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
工程、交通工程、桥涵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
工程、缆线型管廊工程和绿化工程等。

兴洋三横路项目总投资为3.75亿元，项目的
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江东新区“一港双心四组团”产
业格局的快速发展，加强高教研组团与离岸创新
创业组团之间的联系。

记者了解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该
片区的交通路网结构，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便
利，构建区域内宜居宜业的民生环境，助力江东
新区高质量发展。

比学赶超·抓项目促有效投资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徐丹

12月 26日下午，位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海尾镇的昌江核电二期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正对 3号机组核岛
的反应堆厂房进行筒体施工，整个
施工现场繁忙而有序。海南核电有
限公司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王业鑫
在现场进行巡检监督，确保现场施
工安全。

“目前整个项目进展较快的是3
号机组，其中3号机组核岛的反应堆
厂房是建设关键。在施工过程中，我

们全力保证项目建设质量，扎实推进
后续施工，进而加快工程建设。”王业
鑫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项目于今
年3月31日正式开工，是“十四五”期
间我国开工的首个核电项目，总投资
约370亿元，规划建设2台百万千瓦
级压水堆核电机组，采用具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融合技术。
当下，项目现场正积极有序推进3号
机组、4号机组的核岛、常规岛以及附
属厂房、进水排水隧道、泵房等配套工
程建设工作。

绑钢筋、支模板、浇筑混凝土

……在3号机组施工现场，1500多名
工人正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3号
机组核岛周边厂房区域，工人正忙着
对燃料厂房、电气厂房、安全厂房等
进行首层墙体施工；3号机组常规岛
区域内，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基础施工。

而相邻的4号机组建设也在有条
不紊地推进。王业鑫介绍，当前现场
正在为4号机组核岛的反应堆厂房做
首罐混凝土浇筑前准备工作。在4号
机组常规岛区域，工人在开展抗浮锚
杆钻孔、填平补齐等施工。

“我们积极推进比学赶超、互促

共进，在现场采取多点施工，分段分
步骤有序推进项目建设，预计2026
年投入运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目前在场
的施工人员增至3000余人，我们会根
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相关
机械设备等。同时加强施工过程中的
监督管理，增加巡检次数。”王业鑫说，
管理人员每日对施工现场开展巡检，
巡检过程中主要关注施工安全、质量
问题，检查工人是否按照设计文件进
行施工，“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要求立即
整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确保工程的

建设质量。”
同时，各参建单位不定期会召开

协调会，会上及时交流沟通，协调资源
投入，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
题，提高施工效率。

据悉，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建成
后，每年可为我省输送清洁电量18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5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00万吨，将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重要的电力能
源支撑，对于海南打造清洁能源岛，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石碌12月26日电）

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加快建设

多点施工建设忙 加快推进干劲足

海口金融中心项目即将竣工 近日，俯瞰海口江东新区的金融中心项目。据了解，该项目将于下月实现整体竣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撰文/孟南）制图/杨千懿

三亚截至目前

换电版车辆累计推广超 1600台
（占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例约6.2%）

其中

换电版巡游出租车约800台
换电版网约车约400台
私人领域约400台
社会运营领域

三亚市5家出租车企业目前已签约销售 1133台
广汽换电版出租车型

私人推广领域

蔚来新能源2022年计划继续新增400辆私人
用户，并投入一定数量的换电车辆用于高端共

享出行，满足外地游客自驾需求

截至2021年11月底

新能源汽车累计保有量25759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有率 10.26%

2021年1月至11月

新能源汽车推广量为 10119辆
完成年度任务（3950辆）的256.18%

截至目前

累计建设并投入使用换电站 12座
合计配备动力电池300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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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打造全国新能源汽车换电示范应用样板工程

日前，《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振作工业经
济运行 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发布。强调
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加快充电桩、
换电站等配套设施建
设，支持新能源汽车
加快发展。

在新能源汽车产
销快速增长的大趋势
下，换电模式的市场
空间逐步展现，政策
扶持不断加码。10
月下旬，新能源汽车
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作为全
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换
电试点城市中唯一综
合类非省会城市，三
亚正加快推进换电站
建设工作，稳步开展
换电版新能源汽车应
用推广，构建布局合
理、适度超前的换电
服务网络体系，打造
全国新能源汽车换电
示范应用样板工程。

11月27日，蔚来换电站三亚凤凰站正式投入
运营。蔚来海南区域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三
亚首座二代换电站。相较于一代换电站，该站单站
电池数量达到13块，每天最高可完成312次换电，
并配备有100度电池，仅需一首歌的时间，即可完
成换电，快速地为车友们完成补能服务。

能源供给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环
节。相关专家介绍，与充电模式相比，换电模式在
降低购车成本、消除里程焦虑、提升安全水平等方
面具有一定优势。不过，相比充电桩建设，换电站
建设的投入更大、难度更高、不确定性更强，这就
要求对应用场景“精挑细选”。

对此，三亚对目前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四家换
电企业（奥动新能源、蔚来新能源、法电长丰、吉利
新能源）近两年建设计划及布点情况进行调研；根
据已有换电车辆数和计划推广目标，结合推广车

辆社会营运型的服务特性，换电站网络侧重在以
机场及动车站为中心向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及酒店
等片区搭建，以服务半径10公里延伸，市区内重
点区域适度半径内逐步搭建网络格局。

如今，在三亚主城区或主干道附近，具备换电
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即可就近在全市12个换电站
进行匹配换电操作，换电后续航里程基本上可以
覆盖三亚全市行程。

“截至目前，三亚市累计建设并投入使用换电
站12座，合计配备动力电池300余块。”三亚市科
技工业信息化局工业科负责人介绍，其中奥动新
能源结合三亚国际滨海旅游城市定位，以市区为
中心，在南山、海棠湾和亚龙湾等主要景区，建成
8座换电站，服务换电版巡游出租车，满足游客绿
色出行需求；海南华朴在海棠湾和凤凰机场运营
换电站2座，服务全市约400台换电版网约车；蔚

来新能源汽车聚焦To C端市场，在吉阳区建成2
座换电站，为蔚来新能源汽车私人车主提供免费
换电服务。

截至目前，三亚市换电版车辆累计推广超
1600 台，占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例约
6.2%。其中，换电版巡游出租车约800台，换电
版网约车约400辆，私人领域约400辆。具体来
看，在社会运营领域，三亚市5家出租车企业目前
已签约销售1133辆广汽换电版出租车型；私人推
广领域，蔚来汽车将投入一定数量的换电车辆用
于高端共享出行市场，满足外地游客自驾需求。

当前，三亚初步构建全市换电服务网络体系，
换电车辆应用生态初步形成。以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为基础，拉动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新能源汽
车等产业链发展的局面已初步形成，将对三亚市
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经济体系起到强大支撑作用。

“蔚来非常看好海南市场，将推动更多换电站
在三亚及各市县落地。同时，蔚来社区运营体系也
将为海南用户提供更多优质服务。”12月16日，“发
现新未来”2021三亚新能源汽车行业论坛在三亚举
办，来自比亚迪、威马、蔚来、丰正华、广汽传祺等新
能源汽车厂家代表和行业精英，围绕新能源政策法
规、新能源出行方式的需求及趋势等问题，聚焦三亚
新能源汽车消费普及推广和产业布局两大发展主
线，共筑前瞻技术交流平台，搭建跨界合作桥梁。

作为海南省新能源换电模式汽车发展的“排
头兵”，三亚将如何利用好换电试点的先发优势，
切实达成国家试点建设要求，赋能我省新能源汽

车发展和能源结构改革？
强化政策支持，三亚将依托试点城市建设，进

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工作政策保障，在
法治环境、投资环境、竞争环境等方面配套出台相
关政策，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大换电模式
汽车信贷及保险创新力度。

打通堵点卡点，推动新能源汽车国家换电试
点城市建设工作顺利进行，三亚积极探索加强新
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的安全监管；三亚将建立和
完善有关管理工作机制，确保车辆产品配置和技
术状态符合三亚市道路通行条件、气候条件和消
费者对车辆性能的基本要求；实行安全运行记录

数据库和企业诚信档案管理，强化换电版新能源
汽车事故和故障应急处理能力建设；鼓励企业搭
建运营监管平台，由企业负责对运营车辆、动力电
池进行监督、维护和管理。

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
亚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运营领域先行、
辐射带动私人领域”的总体原则，稳步开展换电版新
能源汽车应用推广。力争通过两年试点建设，形成
全市新能源汽车“充换互补、协同发展”的良性发展
生态，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营造良好的使用环境，
构建布局合理、适度超前的换电服务网络体系，打造
全国新能源汽车换电示范应用样板工程。

织密换电网络

强化政策支持

一辆纯电动汽车在三亚新能源汽车换电站换装电池。
本版图片均由 武昊 供图

车主在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三亚海坡充换电站投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