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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新春新气象

虎年送 虎

时时时评评评

■ 海报平

精彩，不是等来的，都是拼出来
的。北京冬奥会赛场上，运动员们正
全力拼搏，创造出一个个奇迹；节后
上班第一天，海南召开全省性大会，
吹响能力提升冲锋号；各项目现场正
如火如荼，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新的一年，处处洋溢着虎虎生风的气
象，充盈着虎气冲天的干劲。迎着活
力四射的早春，我们送您一个“如虎

添翼”，愿您不负好时光，焕发如虎斗
志，激扬如虎干劲，在纵横驰骋中搏
出新的精彩、新的辉煌。

虎是力量、勇敢、无畏的象征，古
人生发想象，猛虎加之羽翼，则可翱
翔四海，所向披靡。而今日之海南，
正如添翼之虎，展现出虎虎生风、奋
发进取之势。回望过去一年，全省上
下拼搏实干、锐意进取，顺利实现自
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多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历史性地走在全国前
列。“加速度”“快车道”“高颜值”“历
史性”“新突破”……一系列感情色彩
鲜明的词汇，成为过去一年海南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写照，汇聚为我们奋发
昂扬再出发的坚定底气、信心。这高

分值的答卷、实打实的业绩，蓄势筑
基让虎年的海南起跑更加有力。

当然，起跑冲刺，不仅要体格硬，更
要状态好。良好的精神状态，是事业发
展的助推器。过去一年，历经党史学习
教育的洗礼、作风整顿建设的锤炼，以
及自我革命式的“查堵破难”，再加上容
错纠错的鼓励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呈现
出舍我其谁、奋发有为的饱满精神状
态，全省上下新风正气不断充盈，干事
创业、比学赶超的热情更加高涨。常言
道，气可鼓不可泄，力须聚不能散。虎
年新春伊始，各项工作正加紧推进。这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苦干争先、
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
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跑出发展“加

速度”的底气所在。
如今的海南，向好形势不断拓

展，强劲动能加速积聚，如此蒸蒸日
上的新气象、新势头，正如虎之添翼，
为海南虎年腾飞之势提供了强力支
撑。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落实的攻坚之年，是做好封关运作准
备的关键之年，走好开年奋进第一步
意义重大。春节前召开的省两会，对
今年各项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周密
部署，明确了前行“时间表”“路线
图”。方向已定、目标明晰，奋进正当
其时。乘着“添翼”之势，只要我们涵
养虎的精神、迸发虎的干劲，御风而
行、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开门红”，干出虎年新境界。
一年之计在于春。生机勃发的春

天，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节。让我
们踏着春天的脚步，再接再厉、乘势而
上，以勇猛无畏、生龙活虎的奋进之
态，无往不胜、独占鳌头的拼搏之姿，
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步步为营、招招
领先，在大干实干中唱响“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的拼搏之歌，变更多“不可
能”为“可能”，努力以“开门红”带动“全
年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
省第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如虎添翼，冲刺开门红
——虎年开春系列谈③

■ 本报记者 袁宇

2月8日上午7时许，天刚蒙蒙
亮，乐城大桥项目建设工地已经响起
工程机械的轰鸣声，大桥的主墩施工
平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4台旋
挖钻机正进行施工作业。

乐城大桥于2021年10月开工，
建成后将是连接琼海市区与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重要
交通设施。项目春节期间未停工，节
后施工单位更是迅速组织生产人员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抓紧干，不能误了进度！”在项
目钢筋加工区，钢筋班班长彭金忠将
7名工人组织起来分派当天的工作任
务。他说，目前大桥正进行桥梁桩基
础及下构施工，钢筋班现阶段的任务
是加紧制作钢筋笼以备桩基和承台
施工使用。

彭金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钢筋
班共有8人报名参与春节期间施工，
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能制作20

吨钢筋笼，“这两天工人陆续返岗，最
迟10日钢筋班就能全员到齐，将恢复
节前一天生产30吨至50吨的钢筋笼
加工量。”

“自2月7日起，项目春节轮休
的管理人员已陆续返回，并加紧对
接联系现场作业工人返岗。项目已
进入人员返岗高峰期，再过几天就
可恢复到节前的生产状态。”乐城大
桥项目党支部书记陈骏透露，项目
准备充分，钢筋、水泥、砂石等主要
施工材料，节前已储备了一个多月
的用量。为了做好施工管理，乐城
大桥项目部还安排专人对接返岗工
人，逐个检查工人的健康码、行程码
以及核酸检测报告，积极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及开展工人上岗前的安全
培训工作，确保工人到岗后马上可
以投入到施工中去。”

“争取今年三月底完成全部桩基
施工，七八月份进入引桥箱梁施工阶
段。”乐城大桥项目副经理王培勇告
诉记者，目前已经将各阶段施工任务

分解细化，并不断调整优化，保证大
桥按计划工期完工，“接下来将加班
加点抓进度，除了主桥、引桥的桩基
施工，桥梁下部构造承台、墩身的施
工也将全面展开。”

据介绍，博鳌乐城先行区乐城大
桥全长1.757公里，其中路基长564
米，桥长1193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
干路，设双向四车道，项目计划于
2024年6月20日竣工，目前已经完

成大桥的194根桩基和4个承台施
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琼海
与乐城先行区之间的交通环境，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博鳌2月8日电）

乐城大桥项目春节不停工，节后全力推动施工提速

瞧一“桥”，项目建设正火热
2月8日，乐城大桥主墩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柴文娅

工期倒计时——51天！
2月8日上午，走进海口西海岸

贯通更新工程21号路施工现场，墙
上醒目的倒计时牌提醒着施工人员
必须拼一拼，全力以赴奋战项目最后
的冲刺阶段。

40多岁的薛建华是该项目的泥
瓦工，他跳进半人深的污水沟中，顺
着刚刚铺好的污水管道用砖头砌筑
雨水井。虽然天气凉爽，但因为要不
断地蹲下、起身，20分钟不到，薛建
华的额头上就布满了细细的汗珠。

“我是山东人，今年选择留在工地
过年。”薛建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
节期间和他一样坚守在施工现场的工
友有近200人。

海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东起
秀英沟，西至新海港，岸线长约13.1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慢行通道
贯通、环境改造、配套设施建设、生态
环境整治以及新建21号路、长滨北
路、长喜路等。项目建设完成后，将
解决西海岸“滨海不畅、夜景不亮、商
业不火”的现状，实现“还海、还岸、还
景于民”的美好愿景。

“第二届消博会将于今年4月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们项目也

是为消博会服务的重大民生工程，所
以施工工期很紧。”为节约来回奔波
时间，该项目技术总工王质干脆把自
己的“办公室”搬到了工地。记者看
到，他把车开到21号路旁，打开后备
厢，在里面支起一块置物板，上面铺
满了图纸和施工图。一旦工作人员
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什么技术难题，他
立马拿起施工图到现场查看，研究解
决方案。

“1月 27日晚通宵加班铺水稳
层 ”“2 月 5 日 晚 加 班 浇 筑 混 凝
土”……该项目紧张的施工氛围也可
以从王质的施工日志上窥得一二。

“项目于去年10月28日开工，

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形象进度的
33.79%。目前项目漫步道、跑步道、
骑行道的基础施工和景观地形修坡
按照计划正常推进。”海口旅游文化
投资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宋岩介绍，为
确保今年3月15日完成长欢路至长
香路的道路建设，3月31日实现“三
道”贯通，施工方不断加大机械、人员
投入，确保高效优质按期完成项目建
设任务。“近期还有工人陆续返琼，预
计后期高峰时期一线施工人员将达
到近300人。”

海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在推
进过程中，还涉及大量管线迁移、业
态调整、征地清表等问题。为做好保

障服务工作，海口市秀英区政府专门
成立海口市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项
目工作专班，驻扎项目一线，每周召
开协调会，以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
中遇见的“疑难杂症”，并对症下药，
确保项目顺畅推进。

“为丰富西海岸商业业态，我们
专班通过政企联动的方式，协调沿线
16家企业参与工程项目更新，对这
16家企业的商业业态进行分析，并
深入走访征求意见，针对个体实际情
况提供可操作的规划建议。”海口市
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项目工作专班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海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完成总形象进度33.79%，预计今年3月底完成“三道”贯通

拼一拼，全力奋战抢工期

东方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
项目预计今年7月底竣工
可安置8775人

本报八所2月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2月8日下午，在东方八所镇十所村整体
搬迁安置项目施工现场，有的工人在进行室内装
饰装修，有的工人在开展园林绿化工作，项目建设
加紧推进。整个项目预计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
并交付使用。

当日下午，在项目16B区9号楼内，水电工文
业琼等工人正在安装排水管道。“从早上7点一直
干到下午6点，期待项目早日建成。”文业琼说，为
赶工期，他春节期间仍坚守在岗位上。

“春节期间项目没有停工，有50名工人坚守
项目一线，确保项目如期建成。目前项目已进入
室内装饰装修收尾阶段、室外园林绿化施工阶段，
预计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项目安
全总监孙汝军说，为方便群众入住，项目采取了精
装修，并设置了7个户型，最小房屋面积60平方
米，最大房屋面积210平方米，满足群众多样化居
住需求。

据悉，东方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为省重点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4.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9.7
亿元，2020年4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住宅楼、商
业铺面、社区配套用房、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公共服
务设施工程以及公共市政道路等，新建安置房2870
套，可安置居住人口8775人。项目建成后，将改善
原十所村群众居住条件，提升城市面貌和品质。

海口综保区钻石珠宝加工
标准厂房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计划今年7月底竣工交付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刘梦晓 实习生张
梦真）随着楼顶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近日海
口综合保税区A-23地块内钻石珠宝加工标准厂
房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为项目今年7月
底竣工交付奠定了扎实基础。

“历时5个月，项目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意
味着项目建设进度达到50%。”海口综保区钻石
珠宝加工标准厂房项目承建方中建安装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执行经理缑广会介绍。

海口综保区钻石珠宝加工标准厂房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4.9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95万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2.48亿元，其中工程投资1.8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栋3层预制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厂房和一栋5层综合楼。

据悉，该项目以“平行作业、突出厂房及综合
楼、兼顾各方、合理穿插”为原则安排施工，确保了
工程建设按照总进度计划顺利推进。主体结构完
成封顶后，下一步将进行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园
建道路等工程施工，直至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据介绍，海口综保区钻石珠宝加工标准厂房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助推园
区打造成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制造基地。“同时进一步
加快园区通关速度、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跨境贸易便
利化水平，助力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业主单
位海口保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负责人汤轶说。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用水报装实现当天通水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日前，国际玉米创新成
果转化中心项目前期负责人李彬弘来到位于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的三亚环投集团西部供水公司服务
大厅，申请报装用水，他计划20天把这事办好，但
出乎他的意料，事情当天就办好了。

得益于供水公司改革创新，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项目建设用水实现当天报装当天通水，而且不花
一分钱。“我们优化供水营商环境，项目一落地，就
跟进服务，根据地块规划要求，做好项目用水勘察、
设计等工作，把供水设施全部建好，项目方只要填
一张表就可以直接用水，而且各种费用都免了。”三
亚环投集团西部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刘宏勇说。

据了解，以前用户申请用水报装，需要经过申
请、受理、审批、勘查、设计、预算、施工、验收、通水等
程序，从申请报装到用水，快则半个月慢则1个月。

去年初，三亚环投集团出台推出系列改革创
新举措，其中就包括在崖州湾科技城开展优化供水
营商环境试点，推行用水报装“两先行”和“四个零”
服务，即报装技术服务先行和安装服务先行，用户
申请用水“零材料”“零上门”“零审批”“零成本”。

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园区内企业，用水报
装材料由7份缩减至0份，用水报装流程由7个精
简至0个，通水时限由15天压缩至0天（当天即时
通水）。三亚除崖州湾科技城试点范围外区域用
水报装办理环节由7个减至2个，申请材料由7份
减至1份，无外线工程报装时限缩短至2个工作
日。去年，三亚环投集团为供水服务范围内的用
户减免用水报装工程费用合计340.77万元。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崖州湾科技城
供水“两先行”和“四个零”经验目前已在崖州区推
广，下一步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2月7日12时—2月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4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8

32

24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红 春早火
近日，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

的农民在采收辣椒。春节期间，
琼海辣椒进入收获高峰期，田野
上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