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从2017海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步
伐，用高品质的艺术活动将海南打造成“一
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的大平台，由省委宣
传部牵头，中国合唱协会、省文联、海口市
人民政府等联合举办的2017海南“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将于11月18日
至24日在海口举行。

据介绍，本届合唱节将邀请中国国内、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五大洲其他
国家的成人合唱团、少儿合唱团和中老
年合唱团参加。本届合唱节得到了中
国国际合唱节组委会、国际文化交流基
金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关注。截至
目前，已邀请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俄罗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

地区近十支合唱团体参加本届合唱节。
本届合唱节活动丰富多彩，主要内容

包括：2017 海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合唱节开幕式暨音乐会；合唱比赛和合
唱展演（参加团队自由选择）；合唱专家
讲座；国际特邀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合
唱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
动；“天籁之声 唱响国际旅游岛”，组委
会将组织部分具有特色的优秀合唱表
演团体到相关市县采风，并与当地文艺
团体交流演出；合唱节闭幕式暨颁奖音
乐会等。

按照国际惯例，经组委会研究，参加
本届合唱节有两种方式，即参赛和展演
两大部分，自由选择。如参赛分为童声
组（12 岁以下）、青少组（12 岁-18 岁）、成
人组（18 岁-45 岁）、中老年组（女：45 岁
至 60 岁，男：50 岁至 65 岁）。本届合唱节
设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各 若 干

名）。另外，特设指挥奖、伴奏奖、新作品
奖及海上丝绸之路友谊奖（主要颁给参
加展演的团队）。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寒松强调，当前，
全省上下正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热火朝天地
投入美丽新海南的建设，这次活动的举办
恰逢其时，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增
添了文化氛围，是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
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和“海上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实施的具体行动。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孙
苏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的创
立，为进一步繁荣海南文化艺术，推动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增强国际影响力；同时，作
为跨国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必将加强
我国与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联系，对实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起到积极
助推作用。

海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

11月18日至24日海口举行
已邀请近十支国内外合唱团体参加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 最近，关于“海口将修建地铁”的消息
在不少海口市民的朋友圈里刷屏。该消息以海口市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编制及一期建设线路（1 号线和
2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正在招标的信息为依据，
声称海口市将修建地铁。昨日，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对此事进行回应，表示海口市轨道
交通的规划还处于在研究是否有必要修建，以及
是否可行的阶段，尚未确定是否修建地铁，或是
其他类型的轨道交通，所以，朋友圈所言并不完全
属实。

“现在海口轨道交通的规划还在研究阶段，目前
并没有制定具体的线路。”海口市交通港航局有关负
责人说，“海口市交通港航局的确在招标网站上发布
了可行性研究招标，只不过这一信息被媒体误解或

过度解读了。”该负责人表示，海口最终是否修建地
铁还需经过国家一级的审批，此外，此次海口与上海
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也是借助该公司的规
划、设计、建设、运行方面的经验技术，对海口轨道交
通可行性进行顶层设计和全盘统筹。

据了解，其实早在2015年底，按照海口市政府
的工作部署，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就已开展了海口市
轨道交通前期研究工作。而目前海口市轨道交通线
网和建设规划的专题研究还处于“现在进行时”，这
一专题研究将重点研究轨道交通在海口实施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但现阶段研究仍未得出确定性的专业成果，因
此，截至目前，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尚未公布过海口市
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的任何信息。

下一步，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将根据轨道交通研
究成熟成果，及时向市民公布进展。

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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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雷阵雨转多云
26℃-32℃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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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7注，
单注奖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 0 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 4923注，
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组选 3”中 4733
注，单注奖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 33
注，单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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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兴

本报讯 昨日下午，椰城乌云密布，雷声
轰隆。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南海辐合
带影响，今日我省天气仍以多云为主，全岛有
雷阵雨，最高气温34℃。

今日白天：北部多云有雷阵雨，25-
34℃；中部多云有雷阵雨，24-33℃；东部多

云，局地有雷阵雨，25-33℃；西部多云，局地
有雷阵雨，25-34℃；南部多云有雷阵雨，
25-33℃。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有雷阵
雨，25-33℃；中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
24-33℃；东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25-
33℃；西部多云有雷阵雨，25-33℃；南部多
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25-33℃。

我省高招军检合格名单公布

242人上榜
有异议的考生今日可申请复检

□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了
解到，6月26日，随着铺前大桥东延长线段最
后1.5公里路基交验完成，标志着文昌滨海
旅游公路全线 50 公里的路基交验全部完
成。下一步，代建指挥部将以路面施工质

量、进度、安全等工作为重点，确保路面工程
按期完工。

据介绍，文昌滨海旅游公路由四个相互
衔接的项目（文昌昌洒至明月、明月至茂山、
茂山至山雅、铺前大桥东延长线四个滨海旅
游公路）组成，于2016年3月全面施工，建设
工期24个月。

□记者刘泽飞

本报讯 昨日，省考试局公布了2017年公安
现役院校招生体检复检合格考生名单和2017年
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合格考生名单。

记者注意到，在省考试局公布的名单中，徐志
鹏、冯宇航、谢宗峻、苏恩师等4名考生7月4日经
海南省边防总队医院复检合格，符合2017年公安
现役院校招生体检标准。而米佳耀等242名考
生，在2017年我省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中被评
定为合格。省考试局提醒，未列入2017年军队院
校招生面试体检合格考生名单中的考生，体检结
果为不合格。

体检不合格者，考生本人可于7月5日8时至
11时，持考生身份证、准考证到一八七医院体检
中心当面查询，如有异议，可提出复检申请，由省
军区招生办根据规定组织复检，复检结果为最终
结论。

琼岛明日局地有暴雨最高气温33℃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路基交验全部完成

“海口将修建地铁”的消息刷屏朋友圈

还在研究轨道交通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海口交通港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