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第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
上!屯昌团!"名代表提交建议!建议在
"十二五#规划末期开工建设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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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安等!"名代表表示! 琼海&

屯昌&澄迈&跨海大桥是我省路网
"三纵四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
东部沿海开发地区) 中部生态保护地
区) 西部工业开发地区连接的交通要
道'作为省道干线公路!目前其公路等
级低!路面狭窄!弯道多)村口多!通行
能力不相适应!行车安全隐患大!制约

了琼海)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等市县
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 导致人流物
流不顺畅'

屯昌团!"名代表认为! 建设琼
海&屯昌&澄迈&&&跨海大桥高速公
路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由于建
设项目不断增加! 东部沿海地区可开
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日趋紧缺! 部分项
目可以向中部地区转移! 建设该高速
公路可以促进东中西沿线经济合作和
人流物流! 可以保证部分建设项目用
地有更大的土地资源! 可以带动沿线
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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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海口$屯昌高速开工!看着高
速公路将要修到仅几十公里开外的地
方!却不能到自家门口!琼中只能干着
急' 如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已经
明确提出!中线高速公路将延伸建设至
琼中一直到三亚!这无疑给琼中注入了
一剂强心针'

省人大代表)琼中县委书记傅信平
在接受南国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琼中
会借助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和中线高
速公路建设!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高端旅游项目开发'

"高速公路对地方经济影响其实已
经开始出现"!傅信平说!最明显的就是

琼中的地价!从中线高速建设的消息传
出前!地价已经开始上涨!商家纷纷到
琼中找机遇!更别说真正修建起来' 他
说!琼中其实有很多发展优势!但长期
以来! 由于交通和地理位置的局限!优
势资源得不到更好的放大'现在海口到
琼中要#个半小时!高速公路修成后!只

需要一个来小时就能到'他表示!琼中将
抓住中线高速公路建设这个机遇!及时谋
划! 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酒店)宾
馆)道路等!正在招商引资建设星级酒店'

此外!还将谋划土地储备!规划高端旅游
景区和高端旅游地产的开发!吸引更多的
人到琼中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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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屯昌纳入海口一小时经济
圈!最大的影响就在这' (屯昌县县长
范高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口至
屯昌高速公路距离%&公里!全程行程
'"分钟! 完全实现了一小时经济圈'

对屯昌来说!这条高速公路带来的影
响是全方面的' 农业完全可以依托海
口来进行规划!屯昌的城市地产业可
以作为海口的后花园来设计!屯昌的
旅游也完全可以发挥同城效应'

范高净说!目前屯昌正沿着高速
公路南北两个出口谋划新的城区!对
老城区进行"东拓西扩(!做成海南中

部的三个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教
科文卫中心()"交通信息中心('

范高净分析说!屯昌("公里半径
内没有像样的城镇!因此这里已经形
成了一个很好的集散中心' 在高速路
的沿线!屯昌正在兴建)个旅游景区 !

每个景区距离高速公路不过#公里距
离!这里已然形成了一定的旅游圈'

范高净说!之所以要把新城区打
造为"交通信息中心(!是因为屯昌处
于田字高速公路的田心!以这个为核
心!交通向周边市县辐射!如乌石到
琼海的石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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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

"十二五(期间!我省将开工建设"一纵
一横()+"公里的高速公路!形成海口$

屯昌$五指山$保亭$三亚和洋浦$儋
州$琼中$万宁"田(字型高速公路主骨
架!争取实现县县通高速'

董宪曾表示!在"田(字型高速公路
主骨架中!外面的"口(已经建成!"十二
五(期间要建设中间的"十(字骨架!其中
包括纵向的海口!屯昌!琼中!五指山!

保亭!三亚高速公路! 横向的万宁!琼
中!儋州!洋浦高速公路' "海口!屯昌预
计明年就可以通车!一纵一横的高速公
路已经完成了预可研部分的工作(!董宪
曾说!中线高速公路建成!海口就可以取
直线通往三亚!全程约!+)公里!设计时
速!""公里左右! 路程将比现在的东西
线高速公路缩短不少'

董宪曾说!中线高速公路将是我省
首次建设穿越山区的高速公路!出于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在设计上将尽
量做到桥接隧)隧接桥!既减少环境破
坏!又降低投资'

中线高速公路建成后!我省除了白
沙外!高速公路穿越了!,个市县!实现
"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如何解决白沙这个
死角, 董宪曾表示!事实上!目前的西线
高速公路已经经过了白沙境内!但还没
有通县城!计划通过建设连接线!将高速
公路与白沙县城连接起来'

旅游公路的建设专门写进了+十
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董宪曾表示!未
来(年! 我省将选择有特色旅游资源
的山区)滨海滨河路段建设旅游公路
示范工程! 新建和改建'%"公里旅游
公路' 新建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旅游
公路)文昌+两桥一路()万宁+两路一
桥()昌江棋子湾旅游公路)滨海沿江
沿河旅游公路和通往重要旅游景区
旅游公路等一批项目!尽快打通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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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断头路(以及主要宾馆)

住宅区与旅游景区的连接线!构建特
色突出的环岛滨海景观公路!进一步
完善旅游运输网络!改善旅游交通条
件!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目前!

首条旅游公路示范工程万宁石梅湾
至大花角旅游公路已完成方案设计!

力争今年开工建设'

董宪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还没
有一条真正的旅游公路!海南将在这
方面进行尝试' +我们要建设的旅游
公路不单单只是一条能走车的路!

而是一条 -有故事的路.'( 董宪曾
说! 海南旅游公路建设的理念和设
计! 将是景观) 环境) 人文) 创意
的结合体! 考虑道路与两侧景观的
结合! 与景点的关系等' 据了解!

在做旅游公路研究时! 首先研究了
当地的县志和历史! 根据区域的发
展特点以及不同风景) 不同背景设
计不同的主题! 赋予道路更多人文
内涵! 让每条路不仅是通道! 也是
一个能够让游客驻足思考的空间'

董宪曾说!我省旅游公路更像一
条休闲道!将配备完善的休闲服务设
施!包括观景平台)游客服务中心)自

行车道)露营地)房车基地等!旅客能
够随走随看!随停随拍!并且能够形
成产业链!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据介绍!我省将在"十二五(期间
建设'个旅游公路示范项目! 分别是
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 文昌东郊$龙
楼)陵水水口庙$猴岛和琼海潭门$港
下' 其中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旅游公
路将突出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和生态
景观三大特色!沿线将布设慢行功能
车道!为旅行者提供多形式的户外运
动! 并布设观景平台与小型停车场!

满足旅行者观光与休闲需求' 为增强
该旅游公路的服务功能!有关方面将
规划建设石梅湾东线高速出口处服
务区)南燕湾美食广场及旅游集散小
镇' 服务区包括游客中心区)特色商
业街等'

MN���>�

���0�4��

大批交通基础设施将在"十二五(

期间上马!建设资金问题!成为"十二
五(期间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
问题和急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董宪曾
说!以往我省的交通设施建设靠车辆通
行附加费!根据测算!以目前的能力只
能融到#""多亿元!而"十二五(期间的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和预备项目加起来!

所需资金将达到,""亿元'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拓宽融资渠
道! 交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已经筹划
了近一年! 近期省里将尽快进行讨
论' (董宪曾表示!新的交通建设投融
资平台搭建起来后! 融资能力将会大
大提高' 此外!还将以项目和资本运作
为手段!鼓励和吸引企业资金)市县土
地等资源和政策更加灵活地为交通融
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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