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 摄影报道冤海口
海府立交桥第八匝道由国兴大道上行海
府路的 d匝道昨日开通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驾车对新开通匝道进行了体验袁之前
需要到省图书馆附近掉头的行车路线在
不堵车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五六分钟袁如
今从国兴大道入口进入匝道再驶出桥上
的出口用时不到一分钟遥

野匝道开通后袁大大节约了时间袁保障
了路面行车效率遥冶车主王先生告诉记者袁
以往海府路往东站方向如果要掉头也非

常麻烦袁 而现在可以进入国兴大道掉头袁
然后再从新开通的匝道开回海府路袁比之
前到东站附近调头方便多了遥
据了解袁海府立交桥第八匝道改扩建

工程项目位于海府立交桥东南角袁包括两
条匝道袁其中 D匝道起点位于海府路袁终
点止于国兴大道东路曰d匝道起点位于国
兴大道东路袁终点止于海府路遥 海府路下
行国兴大道的 D 匝道已于今年 3 月开
通袁国兴大道上行海府路的 d匝道于昨日
开通袁其余附属工程将于近期完成遥

商报讯渊驻三亚记者 张宇博 实
习生 卢音冤5 月 19 日袁 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渊黎锦尧制陶冤中御传习基
地正式落户三亚中御博物馆遥 为回
馈社会袁 将在 2016 年 5 月 19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间袁对海南省 9
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开放遥
此外袁现役军人曰持伤残证尧教师证尧
记者证尧律师证尧退伍证尧国家导游
证者曰60 周岁以上老人袁 凭证均可
免费参观遥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渊黎锦尧
制陶冤中御传习基地袁野海南黎锦第一
人冶刘香兰正织造筒裙遥刘香兰说袁黎
锦尧 制陶是海南人民的宝贵财富袁是
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遥

刘香兰希望袁能够通过传习基地
让更多人认识并喜爱上海南本土的
传统文化袁为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发展做点贡献遥

据了解袁中御博物馆二期袁还将
热带植物名木花卉聚集一块袁通过故
事的形式袁讲述热带植物的野前世今
生冶袁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热带植物遥市
民尧游客可以在此系统地科普热带植
物知识袁提高保护生态环境意识遥

此外袁中御博物馆还将海南岛具
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文化融入进来袁
通过荧光画的形式打造立体环境袁游
客在与之互动的同时袁还能了解红色
文化尧名人轶事遥

关于网传的 野海马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将搬迁冶一事袁海南省创新创业研
究院院长尧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尧 教授李伟铭说院野海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的任何决定一定会有自己
企业内部的考虑袁但作为海南老百姓袁
我们希望企业留下来不要走遥 冶

李伟铭表示袁 海南在吸引企业投

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 首先是
自然环境的优势袁海南坚持生态建省袁
发展绿色文明袁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
富的旅游资源袁 对人才的吸引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遥此外袁海南具有政策环境
优势袁海南是国际旅游岛袁是中国最大
的特区袁 其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具备
很多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优势遥

据李伟铭分析袁 任何大政策环境
优势都可以通过政府的产业布局尧顶
层设计袁进一步细化成为软环境优势袁
而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十三五规
划袁 海南的产业发展规划是非常清晰
的袁海南在支持和吸引旅游业尧热带农
业尧 花样产业尧 新能源产业等产业方
面袁一直具备国内领先的优势遥

陈呈锋入警 9年袁 两年前从特
警调到了交警遥 他说袁加入交警队
伍后袁每天在路面看到的各种事故
很多遥

野事发当天袁电网的工作人员过
来后说袁路灯的电线白天一般都是
不通电的袁所以我们当时确实没有
触电的风险袁但是刚开始我和同事
并不清楚这一点遥 冶陈呈锋说袁当天
上午袁他和同事对辖区路况进行例

行巡查袁到达现场时电线已经垂落
下来袁很多行人和电动车都绕道而
行袁而路面也有两辆小轿车停在电
线前面袁司机犹豫着该调头还是采
取其它方式穿过电线遥

野我们是交警袁就是要给出行的
群众排忧解难袁发现这种情况我们
首先也检查了电线的绝缘层是否
有破损袁在进行权衡之后才选择用
脚踩的方式遥 冶陈呈锋告诉记者袁看

到停在电线前的车辆顺利通过袁大
家都松了一口气袁 这些就是交警的
本职工作袁不需要刻意表扬遥
在和陈呈锋聊天过程中袁 也谈

到了交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安全风
险遥 他表示袁 警察本来就是一份高
风险的职业袁 既然选择了就会一如
既往地工作遥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
到交通顺畅尧交通参与者出行平安袁
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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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蜀黍脚踩电线保道路畅通
海口秀英交警大队 3名交协警获市民点赞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冤5月 10日早上 7时 50分许袁海口海秀西路金鼎路段一条路灯电线脱落袁横飘在道路中间袁将过往车
辆拦住袁过往车辆尧行人唯恐避之不及遥在此执勤的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秀英大队民警陈呈锋袁协警陈德平尧王思捷发现后袁
立即采取措施遥 交警和协警为了交通顺畅袁用脚将电线踩在地上袁使车辆压线通行遥 事情已经过去一周多时间袁记者联系到当
事交警陈呈锋时袁他说袁这些都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小事袁而他的愿望就是看到交通顺畅尧交通参与者出行平安遥

网传海马集团野迁都冶河南钥 权威回应院没有的事浴

海马：感恩海南不离不弃共同成长
近日袁网友在某论坛上发帖叶海马汽车袁

你真的要离开海南了吗钥曳引诸多关注遥5月 18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就野海马耶迁都爷冶疑云
致电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遥 据其回复袁海马集团不仅不会离开海
南袁还将加大在海南的投资遥

姻商报记者 肖卫香
网帖中称袁2016 年 2 月 26 日袁

经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袁海
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野海马轿车有限公司冶名称变更为
野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冶遥文中指出袁据
媒体分析袁位于海口的海马集团将要
把总部移到郑州袁更名只是战略布局
中的一步遥

据悉袁 今年 2月尧4月袁叶河南日
报曳大河网与叶企业观察家曳杂志都曾
刊文称海马汽车欲野迁都冶郑州袁并指
自 2007年 2月 28日海马集团进驻郑
州以来袁销量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遥特
别是 2015年袁海马轿车生产整车首次
突破 10万辆袁同比增长 22%;海马郑
州基地销售收入首次超百亿元袁 产值

已经超越海口总部基地袁 成为海马集
团汽车业务的主阵地遥

而海马汽车的百度百科页面中袁
也称野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袁海马最终选
择将总部由海口向郑州转移遥 随着总
部的搬迁袁 海马汽车战略重心已经开
始转向郑州遥

网传 海马将离琼“迁都”河南

5月 18日上午袁记者就野海马耶迁
都爷冶疑云致电海马集团办公室相关工
作人员遥

关于海马是否将野迁都冶一事袁该
工作人员说袁海马集团不会迁离海南袁
不仅不会迁走袁 而且还将在海南加大

投资遥 海马集团目前已经在海南投资
涉及除汽车以外的其他产业袁 包括海
马小贷公司等遥

此外袁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品牌公关总监陈喻在此前接
受媒体报道时明确表示袁海马汽车不

可能撤离海口遥海马汽车并未打算将
集团(总部)迁往郑州袁而是管理机关
迁移袁指挥所前移袁以市场为导向袁缩
短管理链条袁要对海口尧郑州两个基
地的资源进行整合梳理袁将管理机关
迁往郑州而已遥

专家 海南具备得天独厚环境优势

5月 10日早上 7时 50分许袁海
口海秀西路金鼎路段一条路灯电线
脱落袁横飘在道路中间袁将过往车辆
拦住袁 过往车辆尧 行人唯恐避之不
及遥 在此执勤的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秀英大队民警陈呈锋袁 协警陈
德平尧 王思捷发现后袁 立即采取措
施袁经检查电线有绝缘层袁但也存在
风险袁交警和协警为了交通顺畅袁用
脚将电线踩在地上袁 使车辆压线通

行遥 随后上报催促职能部门到场处
置袁约 8时 40分许袁供电所工作人
员到场袁将电线剪断收走袁秩序恢复
正常遥
当天袁民警陈呈锋袁协警陈德平

脚踩电线近一个小时袁 同时指挥车
辆有序通行袁 保持了道路的畅通有
序袁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网友野芳
姐冶院 可爱的交警浴 野斋菜煲冶说院为
这些平凡的工作人员点赞浴 注意安

全啊浴 对于交警和协警脚踩电线近
一个小时保证交通畅通的消息袁很
多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袁 不过也有少
数网友给出了负面的评价袁 说是有
作秀之嫌遥昨日袁记者在丘海大道见
到正在执勤的当事交警陈呈锋时袁
对于自己和同事脚踩电线的行为袁
他说这只是工作中的一点儿小事
情袁对于网友们的各种评价袁陈呈锋
显得很坦然遥

3名交协警脚踩电线 1小时指挥交通

只要能保证交通顺畅苦点累点也值得

国家非遗黎锦制陶
传习基地落户三亚
我省 9类人员免费参观

海口海府立交桥第八匝道昨日开通

不到一分钟！国兴大道上行到海府路

回应 “海马”将加大在海南投资

银车辆驶过新开通的匝道

银协警脚踩电线指挥交通 (交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