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28个换电站、
1329个充电站、10624个充电桩投入使用，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运营商达77家。

⬅2月9日，在海南文化体育公园内，工作人员
在检查充电设备。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一处即将投入运营的充
电站。 本版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我省加快建设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2月10日15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走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多个项目建
设正酣，一幅幅拼搏实干的图景映入
眼帘。

“固定好钢筋，起！”中国农业科
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国家南繁作物
表型研究设施项目（以下简称国家南
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项目）工地现
场，工人扯着嗓子朝对讲机一声令

下，只见塔吊将12米长、近1吨重的
一捆钢筋缓缓吊起。看着钢筋安全
送达，钢筋工杨夏和工友又开始捆绑
钢筋作业。

“我是宁夏人，今年没有回老家，
选择留在工地过年。”杨夏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春节假期，和他一样坚守
在施工现场的工友有50余人，为了
让工人安心在假期工作，公司还给每
人额外发了5000元的奖金。

“你过一阵子再来看，这里又将

是另一番模样。”中建二局一公司指
挥长杨欣说，为了确保工程进度，该
工地在春节期间仍在正常施工，目前
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整体进
度已完成 60%，计划于今年年底完
工。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项
目建设代管方金茂三亚城市公司副
总经理王靖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
43.98 亩，总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
米，总投资5.6亿元，作为“南繁硅谷”

的重大科研设施，项目设计、施工紧
密围绕南繁作物表型研究需求。

“能够参与到这么重大的项目建
设中来，我倍感自豪，也深知责任重
大。”杨欣说，这也是该项目每一位建
设者的心声。施工方每天都会开展
施工安全、质量专项检查，同时不断
加大机械、人员投入，预计元宵节后
达到施工高峰期，届时一线施工人员
预计有310人，确保高效优质按时完
成项目建设。

据悉，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
施项目将以水稻、玉米、大豆等南繁
作物为研究对象，计划建设为国际一
流的规模化、精准化、智能化作物表
型与基因型鉴定研究重点科学设施，
实现对作物表型和基因型的精准鉴
定。同时，还将打造成为服务全国的
新型现代生物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全
国作物研究中心、数据整合中心、国
际交流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科技服
务中心。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项目建设进度达60%，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铆足劲 抢工期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徐世国

2月11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体教融合产业发展（琼中女足）
示范区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一
辆辆重载卡车往来穿梭不间断地输
送物料，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

“多亏有政府部门协调解决征
地拆迁及资金、工人短缺等方面的

困难，让我们不仅能够提前一个多
月进场施工，春节期间也能确保施
工不断档。”中交一航局体教融合
项目部安全总监齐鸣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该项目于去年底正式开
工，截至目前工程形象进度完成
12%，按照这一进度，预计 2023 年
5月可竣工。

据了解，为打造好琼中女足这一

“金字招牌”，琼中自2021年起利用
三年时间全力推动琼中体教融合产
业发展（琼中女足）示范区项目建
设。该项目总投资约14.76亿元，建
设内容包含足球训练基地标准11人
制足球场、体教融合产业发展（琼中
女足）示范区风雨足球场、体教融合
产业发展（琼中女足）示范区（一、二
期工程）、国际足球特色学校等5个

项目。
“我们成立了琼中女足工作领

导小组及工作专班，由相关县领导
牵头，各相关业务部门、项目方抽
调人员担任专员联合办公，采取周
报制度，确保各项目建设及各项任
务落实落细、见底见效。”琼中县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做好项目服务
保障，形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

该县严格落实县领导联系服务企
业2小时问题解决机制和服务企业

“三个清单”管理机制、“137”马上
就办、12345+N 等工作机制，目前
已将 85 宗项目一季度投资计划分
解至月份，确保投资的项目尽快落
地，落地的项目尽快开工，开工的
项目尽快投产。

（本报营根2月11日电）

琼中推动体教融合产业发展示范区项目建设提质提效

打造好琼中女足这一“金字招牌”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李
艳玫）“春节假期后，许多游客错峰出
游，三亚旅游热度不退，自1月23日
以来，酒店已连续20天满房。”三亚·
亚特兰蒂斯有关负责人2月11日向
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春节长假之后，三亚积极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旅游热度不
减，“错峰游”兴起，酒店、景区依旧游
人如织。走进三亚·亚特兰蒂斯，人潮
涌动，很是热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宅”酒店，玩项目、吃美食、享购物，体
验惬意自在的度假生活。

“春节假期虽然过去，但是酒店为
了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依
旧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与活动。比
如，酒店携手法国品牌LANVIN打造
的咖啡厅将经营至2月20日，游客既
可以品尝美味可口的下午茶，还能在

波光粼粼的‘海底’与小象Babar合影
打卡。”上述负责人表示。

今年春节假期，三亚旅游市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强劲复苏，客
流回暖，人气爆棚。节后，大家出游
热度不减，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据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2月 7日以来，全市酒店入
住率达 90%以上，不少酒店出现满
房现象。

“酒店共有295间客房，从春节前
几天到现在每晚满房，大家的出游热
情仍然高涨。”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
度假酒店市场传讯总监谢丹丹说，相
比往年，游客预订酒店临时性更强，喜
欢提前一天或者当天预订。

节后三亚游艇出游势头正旺，
三亚游艇帆船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
月 7日至 10日，该市 4天游艇出海

3636 艘次，接待游客 25652 人次。
“节后4天游艇每日平均出海909艘
次，日均游客接待 6413 人次，高于
春节假日期间的游艇出海日均786
艘次，日均游客接待量 5659 人次。
游艇出海和游客接待日平均分别增
长了 15.65%和 13.32%。”该协会副
秘书长左志勇说。

“错峰游”兴起，三亚各大景区游

人如织。三亚旅游业界人士预测，海
南旅游景区游客异常火爆的现象将持
续到元宵节之后，“黄金周”将有望延
伸为“黄金月”。

“2月7日至9日，南山景区每日接
待游客量超过3万人次，以自驾散客为
主，呈现出良好的春季旅游旺势。由
于节后错峰游的游客非常多，景区多
个部门一线员工仍在加班，预计该状

态将持续到元宵节过后或本月底。”
南山文化旅游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三亚蜈支洲岛景区同样能感
受到热火朝天的氛围，水、陆、空三
栖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玩
得不亦乐乎。“这两天上岛游客数量
在 1.1 万到 1.2 万人次，与春节假期
客流量不相上下。”蜈支洲岛副总
裁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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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游兴起，三亚节后旅游依旧“热”

黄金周将成黄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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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青同志逝世
原海南行政区轻工业局巡视员、离休干

部王岳青同志（地专级）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2月8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8岁。

王岳青，男，海南澄迈人。1940年10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临高县和祥青抗会主任、白沙县南
丰乡党总支书记兼队长、临高县第五区区委
书记兼区长、临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临高县
县长、澄迈县委书记、海南行政区轻工业局副
局长、巡视员等职。1985年6月离休，享受
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家 属 联 系 人 ：王 娟 ，联 系 电 话 ：
13307522949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68589865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2年2月11日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在获知冬奥冠军
谷爱凌向往海南冲浪后，海南各地纷
纷向谷爱凌发出邀请。2月11日，省
旅文厅召集专业旅游人策划推出

“1620海南岛冲浪之旅”项目，欢迎

谷爱凌以及喜欢运动的游客前来海
南体验、分享。

凭借最后的高难度一跳，谷爱凌
获得了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项目的冠军。“1620海南岛冲浪
之旅”线路围绕1个冲浪主题，精选海

南6个网红体验地以及20道海南地
道美食和小吃。

线路按照海南最经典的五天四晚
游设计，是海南岛东线的黄金滨海旅
游线路。参加“1620海南岛冲浪之
旅”，可到海口国家帆船基地体验海南

帆船、帆板运动的魅力，在万宁日月湾
享受浪尖飞舞的乐趣，到陵水分界洲
岛潜入海底，探秘沉船里的神秘空间，
还可到三亚海棠湾后海和全国各地的
年轻人一起在海上冲浪，体验桨板、皮
划艇，尽享海岛生活方式。该路线还

涵盖了当地特色美食和小吃，如清补
凉、嘉积鸭、和乐蟹、兴隆咖啡、陵水酸
粉等。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欢迎
广大市民和网友一起来为谷爱凌及游
客设计更有特色、更好玩的海南之旅。

◀上接A01版
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高标准建设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市两
会也明确提出，依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加强
生态保护，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满山红叶亦然。到五
指山赏枫品茗成了去年下半年来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没想到海南还有这么美的枫叶景观。”春节
期间自驾来到五指山水满乡欣赏枫叶的广东游客
成熙说，满山红叶让这趟春节假期旅途惊喜连连。

“不只是看，我们这儿玩的多着呢！”五指山市
旅游协会会长史杰介绍，该市正把雨林观光与星
空露营、民俗体验等融为一体，用丰富的旅游产品
吸引游客。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五指山陆
续举办了雨林音乐会、雨林服装秀、红叶季启动仪
式、早春茶开采季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推动旅游
业态与热带雨林、民族文化、乡村田园等旅游资源
相融合，打造“春品红茗、冬赏红叶”的旅游新品牌。

2021年，五指山旅游接待人数169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1.91亿元。今年春节假期，五指
山旅游总收入超6000万元，游客数量也实现了较
大幅度增长。为推动旅游品质提升，五指山在打
造旅游品牌，拓展旅游市场的同时持续开展城市
软环境综合整治，并正在升级改造市区、毛阳、南
圣等高速路口景观和南水旅游公路。

目前，围绕生态环境，五指山谋划了昌化江上
游雨林生态修复综合整治工程、五指山水土保持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毛旦水库工程等重点
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同时扎实推进琼崖革命初心
悟园、黎族苗族文化精神家园、底蕴厚重州府故
园、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农旅融合富美田园、四季
宜居康养乐园“六园”建设。

今年，五指山还将重点推进一批“六园”先导
性项目，水满乡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以及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均
已完成市级初评。

“以‘六园’建设为抓手，积极推动生态修复治理
和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以此撬动整个经济社会面的发
展。”五指山市委书记朱宏凌说，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导实践，更加突出提升质量效益和内涵品质，让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更足。（本报五指山2月11日电）

翡翠山城擦亮生态底色

◀上接A01版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累计521笔，合计
1.46亿美元。

同时，多项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落地，各类新
业务陆续展开。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使
用范围方面，截至去年末，辖内银行已为56家企
业办理138笔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办理资本项
目外汇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境内股
权投资的业务，境内划入金额合计126.1亿元。

积极开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试点，市场主
体融资环境不断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取消非金
融企业外债逐笔登记。截至2021年末，外汇局海
南分局共为辖内34家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
登记金额133.52亿美元。二是扩大可跨境转出的
信贷资产范围和参与机构范围。截至2021年末，全
省共发生6笔境内信贷资产对外转让业务，金额合
计6.28亿美元。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人民
币结算累计17笔，金额约13亿元。

此外，不断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功能也在持
续改善自贸港金融服务。FT账户业务规模增长
明显；扩大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范围后，
区块链平台开通出口应收账款融资等4个应用场
景，其中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合计3817.8万美元，
是2020年的3.2倍。入境游客移动支付便利化程
度显著提升，2021年启动“入境游客移动支付示
范区”创建工作，服务客户群体扩大至全球境外游
客，充值金额由每年1000元提升至1万元。

谢端纯表示，下一步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外汇
局海南分局将聚焦全岛封关运作，做好压力测试，
加快推进跨境金融业务试点，支持新型离岸国际
贸易健康发展，持续扩大跨境人民币的使用，完善
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持续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去年我省外国来华投资
同比增长68.1%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2月10日12时-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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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9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7

19

14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省旅文厅策划推出“1620海南岛冲浪之旅”项目

欢迎喜欢运动的游客前来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