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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体育中心花落吉阳上抱坡

占地面积 1319 亩 体育场可容纳 4 万人 概念设计图首次曝光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冤 1 月 31 日上午袁三亚市
体育中心概念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
举行遥 评审会邀请 7 名国内知名工程
师尧建筑师袁通过公平尧公开尧公正的程
序对 3 个入 选 的应 征设计方案进行
评审遥
评审会上袁 德国 GMP 建筑事务
所尧德国 HPP 建筑事务所尧美国 HKS
建筑事务所三个应征单位按抽签顺序
依次汇报设计方案遥 专家评审组认真
听取和观看应征单位的方案陈述和动
画展示袁并就方案存在问题进行提问尧
审阅各应征设计方案图册袁 对应征设
计方案进行认真评审遥
三亚市副市长陈铁军表示袁 旅游
板块是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袁
而大三亚片区袁 汇聚丰富的旅游产业

要素和大量的游客袁 是海南旅游产业
里的核心发动机遥 省委省政府对三亚
的发展高度重视遥 当前三亚正在加快
建设一批体育和文化设施袁 推进体育
和文化与旅游消费的结合遥
据悉袁 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
抱坡新城上抱坡村内袁 项目距离高铁
站 5.2 公里袁距离三亚汽车站 9.5 公里袁
距离三亚市政府 8.9 公里遥 场地较为平
坦袁东临落笔洞路袁西临抱坡路袁南临
海南东环高铁袁北临海南环岛高速遥
项目总用地面积 1319 亩袁包括体
育场尧体育馆尧游泳馆等基本场馆袁以
及全民健身广场尧 体育公园等延伸设
施遥 具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院
1. 40000 座的体育场袁 建筑面积
建议 7 万平方米以内袁 内含标准足球
场尧8 跑道标准 田 径场 以 及铁 饼 尧 链

球尧标枪尧铅球比赛场地曰
2. 12000渊2000 座移动座冤座体育
馆袁建筑面积建议 5 万平方米以内袁可
举办篮球尧羽毛球尧体操尧举重等国际
单项尧综合赛事曰
3. 4000 座游泳馆袁建筑面积建议 3
万平方米以内袁可举办游泳尧跳水尧水
球尧花样游泳等国内外单项尧综合赛事曰
4. 全民健身广场一座袁 建议占地
面积 20000 平方米袁包含篮球场尧排球
场尧五人制足球场尧网球场尧户外活动
健身等场地曰
5. 一座体育公园袁 用地面积 48
亩遥 体育中心设计需满足国际顶级赛
事要求及国内职业联赛要求袁 并充分
考虑赛后产业运营遥 产业园及商业配
套服务用地 874 亩袁 其中体育公园占
地 48 亩遥

一个来自海南一个来自东北 既是同事也是夫妻

春节前夕送温暖

海南环岛高铁上的“夫妻列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野D7101 列车长有吗袁
5 号车厢旅客需要查询电子票浴 冶野D7101 次列车长收到浴 冶1 月 30 日袁由三亚开往三
亚的 D7101 次海南环岛列车上袁车班人员配合默契袁在认真组织查验旅客车票袁将
大件行李一个个倒置摆放好袁为重点旅客送来热水遥
商报记者注意到袁这个车班有点特别袁列车长叫崔静元袁是一位 90 后东北姑娘袁
自 2010 年海南东环线开通就加入了海南动车队袁担任列车长岗位已经 8 年袁当天她
的列车员木桐袁也是 90 后袁2014 年进入海南动车队袁则是一位在海南本地长大的阳
光大男孩遥 两人一个来自海之南袁一个来自地之北袁既是同事袁也是夫妻遥

90 后培训机构教师封沛院

“幸福年”里有“团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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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5 年前袁她也是我的车长袁
在工作上教会我很多袁现在她是
我妻子袁生活中也教会我很多遥 冶
木桐说遥
木桐告诉记者袁他们夫妻俩
平常很难碰到一起袁所以他们格
外珍惜在一起的时光袁能碰到一
个班袁似乎又回到曾经熟悉的感
觉袁 只是他们都比以往更成熟
了遥 野在列车上袁我首先需要把她
当成列车长袁努力配合她跑好每
一趟列车袁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正
点袁彼此互相扶持袁达成默契袁是
一个很享受的过程遥 冶木桐说遥
2015 年袁 两人因为工作结
缘袁那时袁崔静元是木桐的列车
长袁在工作中袁木桐经常向崔静
元请教袁崔静元总会将实践经验

与规章结合袁耐心地为他解答袁木
桐被她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遥 生
活中袁 崔静元羡慕木桐有运动天
赋袁主动要木桐教自己打篮球袁在
互相交流尧学习过程中袁渐渐也对
木桐产生好感袁 两人坠入爱河不
久便迈入婚姻的殿堂袁 有了爱情
结晶袁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遥
野我俩基本上不吵架袁因为我
们都太懂对方了袁 逢年过节没法
回家袁我知道他肯定是夜班袁第二
天还要接早班袁 我一星期回家不
超过 3 天袁没时间陪父母和孩子袁
他也能理解我袁 都会跟孩子说妈
妈是在努力工作袁孩子也很听话袁
总问我累不累遥其实这么多年袁对
家人的亏欠总是有的袁 但更重要
的是责任遥 冶崔静元说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肖卫香 摄影报道冤 连续四
年从事小记者采访培训的封沛第一
次陪同学员走上野两会冶采访现场遥
1991 年出生的河南郑州姑娘封
沛是叶小主人报曳海口小记者站教学
主任以及风之声语言艺术培训中心
校长遥 封沛日常工作负责孩子们的
播音主持尧采访尧拍摄和剪辑等内容
的教学和管理遥 2019 年海南省 野两
会冶期间袁封沛陪同小记者们现场采
访袁为记者答疑尧鼓劲袁并手持单反袁
记录小记者们采访时的画面袁 记录
属于孩子们的成长瞬间遥
2018 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
封沛带领小记者们一起策划了叶阿侬
看海南曳的栏目袁协助小记者邀请各

行各业的人进行采访袁 分享他们的
经历袁也讲述那一段段海南故事遥
2019 年袁该小记者站成立 10 周
年袁小记者站送走了一批批学员袁曾
经的小记者慢慢长大遥 封沛说院野我
是一名基层老师袁 能和记者们一起
采访袁感觉收获很大袁希望接下来的
一年能有新突破袁 希望小记者们能
为青少年的成长再出一份力遥 冶
因工作繁忙袁 封沛把两岁的女
儿寄养在郑州老家袁 这成了封沛最
真切的牵挂遥 在封沛的心中袁野幸福
年冶是野团圆冶尧是野陪伴冶遥 1 月 30 日
上午袁 省七次政协二次会议胜利闭
幕袁 当天晚上袁 封沛坐飞机离琼返
豫袁与家人团聚遥 封沛说院野这个春节
的愿望袁希望小朋友更加健康尧快乐
地成长遥 冶

金乡大蒜来了 海南民众可尝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吴英艳冤 世界大蒜看中国袁
中国大蒜看金乡已成为大蒜产业
界共识遥 1 月 31 日袁在年关将近之
际袁金乡大蒜海南推介活动在海口
召开遥
据悉袁 金乡县是全国有机大蒜
基地认证最早尧面积最大的县区袁常
年种植大蒜 60 多万亩袁带动周边种
植区域超过 200 万亩袁 大蒜冷藏能

力 230 万吨袁 拥有 700 多家大蒜储
存加工企业袁 大蒜产品出口 1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袁 出口量占全国出口
量的 70%以上袁素有野世界大蒜看
中国袁中国大蒜看金乡冶的美誉遥
金乡大蒜是济宁市特产袁是山
东省著名的土特产袁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袁在山东有着悠久的种植
历史遥 它是在金乡特定的生态环境
下袁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

培养而形成的特定品种遥
山东省金乡县商务局局长冀
思广在推介会上做金乡县和金乡
县大蒜产业情况介绍袁同时各参会
嘉宾就金乡县大蒜产业与海南农
业品牌发展尧电商销售尧商务合作
等内容展开交流讨论遥 此外袁推介
会上还进行品牌战略尧 大蒜营销尧
品牌推广尧品牌餐饮等战略框架协
议签约遥

龙华区检察院
慰问退休老干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 通讯员 吴晓婷冤 日前袁
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尧 检察长
王刚袁党组成员尧副检察长林杏云以及
党组成员尧 副检察长王珂分别走访慰
问该院退休老干部袁 给退休老干部们
捎去党和组织的亲切关怀和温暖袁并
送上节日慰问品遥
走访慰问中袁每到一户袁慰问组首
先都关切地询问老干部的身体尧家庭尧
生活状况以及生活中还存在哪些困
难袁 做到及时跟进掌握退休老干部情
况袁为老干部解决生活困难袁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遥
在与老干部拉家常的同时袁 慰问
组汇报了龙华区检察院在过去一年中
检察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袁 并对老
干部们在过去一年发挥余热袁 做到身
退心不退袁 持续关注龙华检察事业的
发展表示感谢袁 并希望老干部能够一
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检察工作袁 给该
院党组多提意见和建议袁 切实推动该
院检察工作持续创新发展遥

省拳协与
“峰晔”
达成战略合作
助力海南文体产业发展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近日袁 为响应党中央政策
号召袁繁荣海南野双自贸冶以及全域国
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建设袁 海南省拳击
协会与峰晔互动娱乐渊海南自贸区冤有
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遥 双方将
围绕开展相关互联网推广及赛事竞猜
平台运营工作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遥
据悉袁2 月 16 日在海口市国家帆
船基地拉开战幕的 2019 野博海争霸冶
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将成为省拳击协
会与峰晔互娱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后开启的首个项目遥此次袁拳王争霸赛
共有 7 场比赛且参赛队伍规模十分庞
大袁来自印度尧泰国尧土耳其和中国澳
门尧 中国台湾等 14 位选手将同台竞
技遥 其中袁更有 CBCU 洲际拳王吴国
权与泰国曼发窑梯拉化争夺 IBO 超次
中量级洲际拳王金腰带遥 势必将会是
一场全民瞩目的体育盛会遥
据介绍袁 省拳击协会与峰晔互娱
双方的合作袁 希望能够以此扩大各项
体育赛事在海南的影响力和推进各项
体育赛事在海南的蓬勃发展袁 促进海
南文化和体育产业尧 文化体育消费的
发展袁 从而加深海南岛在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