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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成就宣传Sy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首批
重点启动项目之一，去年 4 月开
工建设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学
项目目前主体结构陆续封顶，机
电安装、装饰装修、景观园林工程
有序进行，项目将于今年9月 1日
竣工交付使用。据悉，项目建设
方中建三局充分运用“科技＋智
慧工地”的高效建设技术，为项目
节约工期 90 天，项目以高效率、
低成本加快推进。

3月 17日下午3时许，记者走
进项目建设现场看到，400多名工
人正顶着烈日干得起劲。钢筋工
正在将纵横有序的钢筋绑扎稳
固，水电工正在将各种管线预
埋。在建筑主体楼顶，吊机正在
将一块重约半吨的叠合板缓慢下
放，在工人宋法平和几名工友的
合力下，叠合板顺利安装到指定
位置。“今天一共有 120块叠合板
要安装好，大概一个晚上就能完
工。”宋法平说，从项目开工到现
在，工友们每天都早出晚归，撸起
袖子加油干。

“所有工友都铆足干劲加班
加点地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项目相关负责人谢恩文介
绍，工人们任劳任怨，树立起牢固
的安全意识、时间意识和责任意
识。在春节期间，200多名工人放
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位
奋战在一线。为赶工期，保进度，
节后复工后，项目又增加了 200

多名工人。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
前提下，400多名工人奋力推进项
目建设。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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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9 月 竣 工 交 付 使
用。目前，已经有 7 栋建筑主体
封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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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的建成将极大补上科技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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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在项目建造过程中，
工程总承包方中建三局总承包公
司运用EPC管理模式，“科技＋智
慧工地”技术，推行各专业设计融
合、施工与设计融合、招采与设计
融合，着力打造高效建造，有效提
升了项目的建造品质和建造效
率。

在前期设计过程中，项目团
队通过与各使用方、参建方充分
沟通、共同对标考察，摸清了使用
方的深层次需求，收集了相关建
议，并在项目设计中进行了优化
完善，使项目功能合理性最大
化。如在多媒体教室采用一体化
系统、无尘黑板、液晶显示屏、无
影灯照明；泳池设计尽可能减少
维护成本；增加宣泄室功能房
等。施工过程中，项目还应用了
塔机吊钩视频系统、智慧工地大

数据平台、扬尘噪音检测及雾炮

控制系统等 10项智慧工地系统，

并进行了 12项工艺优化，实现了

精益建造，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中学项目节约90天工期。

17 日下午 4 时许，三亚烈日

仍盛，但工人们“一天当三天用”

的干劲丝毫不减。未来，这里将

迎来新变化，更新三亚想象力。

3 月 17 日，俯瞰紧张建设中的崖州
湾科技城中学项目工地。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3 月 17 日，工人正在吊装楼板。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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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 16:00 至 17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7 69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6 77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海南油价迎来“九连涨”

92号汽油
涨至每升7.89元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3月 17 日 24 时，新
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海南油价迎来
2021 年第 5 次上涨，92 号汽油和 95 号汽油每
升分别涨至 7.89 元和 8.38 元。从 2020 年底至
今，海南油价已经连续9次上调。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235元和 230元。调整
后，测算为零售价，海南89号汽油每升7.29元，
上调 0.17 元；92 号汽油每升 7.89 元，上调 0.19
元；95号汽油每升 8.38 元，上调 0.21 元；0号柴
油每升6.50元，上调0.20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海南车用
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4.55 元/立方米（等值
换 算 为 6.32 元/公 斤）上调为 4.68 元/立方米
（等值换算为 6.50 元/公斤）。

据了解，本轮油价调整是2021年第五次调
价，呈现年内“五涨零跌零搁浅”的格局，加上
2020 年末的调价，是现行调价机制自 2013 年
春天执行以来的首次“九连涨”。以油箱容量
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9.5元。

调整后的价格从 2021年 3月 17日 24时起
执行。

开局开局20212021——走进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Sy 14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为加
强野外火源管控，有效预防森林
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森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防火条
例》《海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近日三亚正式发
布《三亚市人民政府森林禁火令》
（以下简称禁火令），对禁火期、
禁火区域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禁火令规定，自每年 12 月 1
日起至翌年5月 31日为禁火期。
禁火区域为三亚市所有林区（含
自然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
下同）及距离林地边缘100米范围
内。

禁火令明确，因防治病虫鼠
害、计划烧除、开采矿藏等特殊
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向所
在地区人民政府或育才生态区
管委会申请办理，并按照要求采

取防火措施，严防失火。进入禁
火区域的人员和车辆应当自觉
接受防火、禁火检查,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扰和妨碍检
查。违反本禁火令的单位和个
人，构成违法的，由林业、综合行
政执法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单位和
个人发现违反禁火令行为或森林
火情，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区人民
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或者森
林防火指挥机构报告，举报电话：
119（火 警）或 0898-88689110
（森林火灾报警电话）。本禁火
令自 2021 年 3月 8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6年3月8日。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三亚发布“禁火令”严防森林火灾
■禁火期:每年12月1日起至翌年5月31日
■禁火区域:三亚市所有林区及距离林地边缘100米范围内

禁火期间，禁火区域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凡进入禁火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禁止下列行为：

（一）携带火源、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
（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
（三）烧香、点烛、烧纸钱；

已有7栋建筑主体封顶

崖州湾科技城中学项目今年9月竣工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3 月
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孟加拉国
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
100周年暨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
表视频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向哈米德总统、哈西娜总理以
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
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强调，50年前，穆吉布·
拉赫曼先生亲手创立了孟加拉人民
共和国。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两次访问中国，同中国老一
辈领导人结下友谊。我们要铭记老

一辈领导人为中孟关系发展作出的
贡献，将中孟友好的接力棒传递好。

习近平指出，孟加拉国独立50年
来，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取得瞩目成
就。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深感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
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古老的丝
绸之路见证了两国的千年友谊。建
交 46 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相互支持、携手前行。当
前，中孟都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阶
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

“金色孟加拉”梦想相互契合，中孟

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两国共克时艰，相互帮助，中国企业
参与建设的孟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
性进展，孟加拉国 97%税目商品输
华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孟
关系发展，愿同孟方一道，加强两国
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将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推向新高度。祝愿孟加拉国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孟两国
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100周年
暨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

本报讯 3 月 17 日，省长冯飞
赴三亚市调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生态环保问题专项整改等工作，要
求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推
动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构
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海南贡
献。

冯飞先后来到中科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三亚信息港、三亚中央商务
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三亚师
部农场南繁基地、一飞（海南）科技
有限公司、科大讯飞海南分公司、
三亚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和中
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
究院等地，调研我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情况。他表示，种业、深海、航
天等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具备了

一定的基础和规模。要通过谋划
重大科学项目，打造应用基础设施
研究开放式平台，吸引国内外顶尖
技术人才和优质科技资源要素聚
集。科学谋划高新技术全产业链，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深度
融合。发挥好各自领域专业优势，
利用好自贸港开放平台，加强国际
业务交流合作。进一步明确园区规

划和功能定位，实现平台功能集
成，努力解决项目碎片化问题。各
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项目建设，加
强统筹协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冯飞还前往三亚凤凰岛、亚龙
湾瑞吉度假酒店配套游艇码头，调
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他
强调，推进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政

治任务，要做到态度坚决、力度要
大、方法科学、程序合法。要科学
处理、循环利用整改中产生的废
料，避免出现衍生环境问题。要树
立底线意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
确保整改到位，经得起历史检验。

周红波、冯忠华、倪强参加调
研。

（沈 政）

冯飞赴三亚调研时要求

推动高新技术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

专项行动启动！

我国全面清查
毁林开垦等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胡璐）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17日启动全国打击毁林专项
行动，对2013年以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排
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
进一步维护森林资源管理秩序，提高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专项行动
于3月至 12月集中开展，全面清查非法侵占林
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木、违规拆分审核
（批）、临时用地逾期使用、违规调整和破坏国
家级公益林等问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
涉案林地林木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
的案件；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
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违规情形。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地要将专项行动和森
林督查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森林督查已经
建立起来的管理和技术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要运用卫星遥感、群众举报、媒体
监督等举措，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要把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等生态区
位重要、敏感、脆弱地区作为重点排查区域，把
涉案数量大、顶风作案、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
大案要案作为重点整治对象进行查处。要对
近 3年的森林督查进行深入“回头看”，切实解
决自查弄虚作假和整改不及时、不到位问题。
要联合自然资源、公检法等部门力量，综合运
用通报、约谈、曝光等措施，按照“案件查处、林
地回收、追责问责”三个到位原则，全力推动问
题整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19个总部项目！ 三亚CBD开工建设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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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三亚资源优势，不断破译
棉花快速繁育技术密码——

棉花育种
在三亚一年一代变三代

海南海洋保护
志愿服务活动三亚启动

3版

快递代收点
到底方便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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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贷公司禁止向大学生
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8版

（四）炼山、烧荒积肥、烧秸秆、烧田（地）埂草；
（五）吸烟、野炊、烧烤、玩火、烤火取暖、明火照明；
（六）其他野外用火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