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要要全域尧全景尧全程展示海南滨海
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魅力袁建设国际
一流风景旅游道曰
要要要打造业态创新尧配套完备尧体验
丰富的野路道型冶旅游综合体袁构建国
际旅游消费新平台遥

两个发展目标

公示时间院30日渊3月 15日至 4月 14日冤遥
公示地点院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遥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院
1尧电子邮件请发送到院hnsghwghc@163.com遥
2尧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美兰区美贤路 9号
603收发室遥

意见反馈时间和方式

建立人尧车尧路尧环境协
调运行的智慧交通系统袁发
挥交通基础设施效能袁 提升
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管理水
平遥 智慧交通系统建设重点
包括硬件系统建设和软件平
台系统建设两方面遥 连接线
是环岛旅游公路主线与高速
公路尧铁路尧国道尧港口尧机场
等快速交通体系之间的衔接
道路袁主要利用现状省道尧县
道改扩建袁 以实现游客的快
速集散遥 本次规划中连接线
总里程约 380公里遥

建立人车路环境
协调运行系统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选线方案驿站初拟名称征求意见

骑行“最美公路”让你疯狂让你醉

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尧全
域旅游打造和百姓民生福祉
的要求袁将环岛旅游公路定
位为院生态路尧风景路尧文化
路尧智慧路和幸福路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
在绵延的公路上一路驱车前行袁摇下车窗袁海风拂
面袁耳边传来阵阵浪声袁简直太有诗意袁太浪漫了浴
如今袁这样诗情画意的画面即将变成现实浴近日袁由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牵头袁省交通厅尧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等多部门协作袁 沿海 13个市县区协
同共同推进完成了 叶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
划曳编制工作遥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建议袁三部门
现将叶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划曳及旅游公路
驿站初拟名称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未来三
天琼岛气温持续升高袁最高气温可达 33益呦袁风和日丽袁阳
光常相伴袁 无论是出门上班还是度假袁 这样的天气都刚刚
好浴 不过爱美的小姑娘们要做好防晒措施哦遥

预计 18日白天院海南中部多云袁东部多云间晴袁西部
晴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曰最低气温院北部
和中部 20~22益袁其他地区 21~23益曰最高气温院东部 28~
30益袁北部和中部 29~31益袁其他地区 31~33益遥

未来三天气温持续回升

今日最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冤为进一步促进海口休闲
体育尧湿地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发展袁
17日上午袁2019海口美舍河钓鱼比赛
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举行遥 海
口 500余名钓鱼爱好者齐聚一堂袁各
显身手袁在美舍河畔展开了钓鱼比拼袁
将近 1000余名市民朋友观看了此次
比赛袁 大家在美舍河优美的湿地生态
环境中袁享受垂钓乐趣遥

昨日 9时许袁在裁判哨声中袁比赛
正式开始袁现场百竿齐发袁参赛者专心
投入袁在挂饵尧挥竿尧抛线尧入水尧抄网尧
摘钩等各个环节都忙的不亦乐乎遥 他
们赛时聚精会神尧赛后切磋技艺袁尽情
享受垂钓乐趣遥 上午 11时 30分比赛
接近尾声袁据统计袁锐不可档队尧友谊
队尧1+1 队分别以 5.4 斤尧5 斤尧4.4 斤
重量获得 2019海口美舍河钓鱼比赛
前三名遥

海口美舍河钓鱼比赛开赛

500余名市民周末欢乐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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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旅游公路驿站是集 野旅游服务
基地尧特色旅游产品尧区域整合平台冶功
能三位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服务设施袁环
岛滨海共规划驿站 40个袁按照其所处的
环境条件与周边景观资源将驿站分为自
然景观资源型和历史人文资源型两大类
驿站袁其中院自然景观资源型驿站包括 9
个湿地类驿站尧2个盐田类驿站尧4个悬
崖类驿站和 10个海湾类驿站遥其建设要
围绕自然景观环境袁体现天人合一袁达到
亲近自然的目的遥 历史人文资源型驿站
包括 11个文化展示类驿站和 4个科技
体验类驿站遥 其建设要围绕海南特色的
文化行为尧 历史事件和现代科技文化展
示袁开展文化与科技旅游体验活动遥
驿站配套设施分为基本配置和可选

配置两大类遥基本配置院主要提供旅游基
本公共服务袁共分为游客到访中心尧停车
场渊带充电桩冤尧旅游公厕尧餐饮尧小商品/
旅游纪念品商店尧 精品酒店尧 旅游医疗
点尧警务服务点等八种类型袁建设用地约
15~30亩遥 可选配置院主要发展特色旅游
业态袁 按照 5~20亩为一个功能单元袁与
基本配置搭配安排建设用地遥

环岛滨海
共规划40个驿站

对整合全域旅游资源袁 在提升已有
景区的基础上袁 培育多个风景优美的新
景区袁打造路景融合的 新画卷遥 现有景
区袁 规划结合滨海区域旅游资源袁从
景区功能尧景区品质 尧设施配套和
引入新业态等方面全方位提升遥充
分发掘沿线优质尧优美尧优越资
源袁 高标准培育具有影响力的
新景区遥 规划新建 8 个重点旅
游景区袁 并打造一系列具有典
型自然和人文特色的重点旅
游景点袁最终与现有景区景点
和旅游度假区一起共同形成
野一环尧多群落尧满天星冶的
旅游空间格局遥

按照野吃住行游购娱冶
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袁配
套品类齐全的基础型旅
游产品系列袁 包括徒
步尧自行车尧自驾车尧
自然观光尧古迹观
光尧地标观光尧遗
迹觅古尧 园艺
欣赏等遥

规划新建 8个重点旅游景区

荫选线方案
以野保护环境尧生态优先曰联村串景尧无中生有曰曲

径通幽尧借道出海曰居高临下尧亲近滨水曰快进慢游尧形
成网络冶为选线原则袁 形成环岛旅游公路主线袁其总里
程约 1009公里袁其中院利用现状公路约 471公里袁改扩
建现状道路约 101公里袁在建道路约 49公里袁新建道
路约 387公里遥
荫主线道路断面

道路红线宽度一般控制为 15米袁 其中车行道为
7.5米遥 在道路工程设计中袁可因地制宜袁灵活设置道路
红线和断面型式遥荫特色路段分布
悬崖路段院根据现状山体条件袁依山傍海建设悬

崖路段袁在悬崖峭壁中感受碧波万顷遥 悬崖路段可分为
陡坡型和中缓坡型两类遥
湿地路段院可分为浅滩湿地尧坑塘湿地和红树林

湿地三类遥 规划分别采用架桥穿越尧曲线迂回和堤路结
合等手法来打造亲水的景观效果遥
风车路段院利用现状风车道借道观海袁并设置迂

回曲线丰富行驶的景观感受遥
林地路段院根据道路位置袁可分为林前路尧林间路

和林后路三类遥 建议分别采用借道出海尧平曲线和竖曲
线变化尧道路分幅和透林观海等设计手法袁有效改善直
线穿梭的单调景观感受遥
河口路段院 在河口区域结合旅游公路架设桥梁袁

解决河流两岸的交通联系遥 跨河桥梁采用景观桥打造
重要工程地标袁并结合桥梁设置望海看河的观景平台袁
形成河海交融的景观节点遥
田园路段院可分为腹地田园和滨海田园两类遥 腹

地田园采用平曲线变化和大地景观塑造的方式袁 创造
优美壮阔的田洋景观曰 滨海田园应强调滨海区域无遮
挡的景观设计袁并利用现有道路借道出海袁达到亲海和
观海的效果遥
城镇和旅游区路段院 城镇和旅游区内部路网系

统发达袁道路断面形式多样袁规划尽量选择道
路尺度宜人袁临海景观最佳的道路作
为旅游公路的组成部分袁展现滨海不
同的历史文脉和城镇风貌遥

主要包括停车场尧加油加气站尧维修养
护站尧停靠点尧观景平台尧标识系统和解说
系统遥 其中院停车场分为大尧中尧小三种类
型遥 大尧中型停车场结合主要景区尧大中型
驿站和旅游公路对外出入口设置袁 要求按
规定设置相应比例配有充电桩的电动汽车
专用停车位曰小型停车场结合小型驿站尧景
区外景点和沿线观景台设置袁 具体布点在
路段道路工程设计中予以落实遥
公路沿线各驿站均要求配套设置汽车

维修养护站尧加油加气站袁并要求与驿站同

步建设遥
旅游公路主线根据沿线各景区出入口尧

景点与驿站分布的实际需要设置港湾式旅
游巴士停靠点和候车亭遥
观景台设置地点尧间距根据实际景观资

源要素等方面综合确定袁 具体布点在路段
道路工程设计中予以落实遥
旅游公路沿线各景区出入口尧驿站尧景

点等区域均要求设置各类标识牌袁 并建立
以人为中心尧人景沟通尧功能互补尧开放型
的环岛旅游公路旅游解说系统遥

旅游公路沿线
建立旅游解说系统

环岛旅游公路总里程约100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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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功能定位

银儋州市峨蔓镇鱼骨港路段效果图

银万宁市山钦湾正门岭悬崖公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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