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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远不像我们看到农贸
市场的那么简单。既涉及到当前的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农贸市场的规划、多层次市场建设，
又涉及到顶层设计和体制改革。”海口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认为。

按照海口市政府“六治一管”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海口已经展开了
对农贸市场的调查摸底和系统分析，将拿出充
分考虑群众的生活需求，兼顾生产经营者的利
益诉求的方案，采取相应的利民便民措施，并
做好疏导工作。

取缔马路市场
便民点堵疏结合

对全市城区40个农贸市场内外部环境秩
序，尤其是依附农贸市场衍生的马路市场进行
整治，海口将严厉打击占道经营行为，坚决取
缔马路市场，清除“脏、乱、差”现象。通过农贸
市场环境整治工作，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建立管理长效机制，实现2015年有突破的目
标。整治的范围包括市场内部区域，市场四周
行道，可供车辆行人通行的连接主要道路的通
道，及在上述区域外、可视范围内依存于农贸
市场的马路市场。

整治内容首先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消除私设摊位收费现象；配套完善周边垃圾
收集（转运）站、垃圾箱（房、桶、车）等环卫设
施设备；清理卫生死角、暴露垃圾、污水溢出
等环境卫生问题；取缔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倚
门出摊、乱拉乱挂、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现
象；拆除市场周边乱拉蓬布、乱搭乱建等影响
市容的各类违法建设；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放秩序。

“国内许多城市农贸市场都有从乱到治的
经历，连北京都不例外。”“候鸟”安先生说，如
街道、社区便民疏导点符合居民消费习惯，适
应当前部分菜农自产自销的销售方式，经营灵
活、管理成本较低、购买方便、服务周到的经营
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又为下
岗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人群提供了就业
渠道，但管理不好就给城市的形象抹黑。

记者调查，海口目前有便民疏导点超过
1000个，由于权力下放，市一级很难掌握每一
个疏导点的具体情况。农贸市场边上更是情
况混杂。对此，海口市有关负责人认为，应该
去除多头管理，明确责任主体，梳理所有便民
疏导点并将其纳入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如
果有条件，应该在网上公布疏导点的位置、范
围、申请方式、营业时间等，及时发布增加和取
消的疏导点信息。

政府统筹规划
邀居民参与选址

“海口东门、西门市场不算农贸市场。”调
查中，记者发现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倘若从南
洋等地回来的华侨到海口购物，许多人只认东
门市场。由于人的习惯很难改，许多市民哪怕
搬家了，还会不顾路途遥远赶去自己最熟悉的
农贸市场。

已经随儿子住到和平北的蔡阿婆，每次买
菜都要回到东门；刘灯文家搬到了国贸，依然
每周开车去坡博市场采购；林碧儿的家婆搬去
了西海岸，隔三差五搭公交到金贸文华市场来
买菜。

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新城区的扩张，
城市农贸市场建设滞后和布局不合理的现象
越来越突出，这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购
菜的出行时间明显增多，有些老年人需乘车或
多次转乘公交车辆，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公交车
辆运力的负担和不安全。

但海口新建农贸市场选址及报建都存在
困难。如海甸五西路万福新村临安民路一侧
拟新建农贸市场；五源河公寓B区东侧拟新建
农贸市场；长秀片区蓝城路南侧拟新建农贸市
场，这些都需要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和区一
级政府支持解决。海口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预
留农贸市场配套建设用地，如盐灶市场、塔光
市场、流水坡市场等，也需要规划、国土部门协
调解决。

海口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认为，要制定城市
农贸市场的科学规划与布局，并增强规划执行
监督的刚性与严肃性。

这位负责人表示，城市农贸市场的规划布
局与建设应由政府统筹安排，而不应由房地产
商和开发商随心计划，当地的街道办、居委会
和居民要一起参与农贸市场的选点，由政府的
商务、规划、国土、交通、工商、城管等部门一起
配合规划建设。此外，要在做好安排之后才能
将旧农贸市场拆除，以确保新农贸市场的用地
空间。切不可在新农贸市场未规划好之前就
将旧农贸市场拆除。

“农贸市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拆一必须
建一’的有关政策严格执行。要严格执行国家
有关城市市区人口在2.5万以上必须配置一个
农贸市场的规定，认真按各地城市区域人口的
密度做好规划，科学合理地布局建设各地城市
区域的农贸市场。”这位负责人指出。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省长刘赐贵6月30日在海口调
研时指出，“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为动力，不断提升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水平，力争用两
到三年的时间创建‘两城’”。而

“两城”中，无论创建哪一“城”也绕
不过农贸市场的环境治理。

半个月前，海口拿出的《海口
市农贸市场环境秩序整治工作推
进实施方案》，准备对全市 40 个农
贸市场的内外部环境秩序尤其是
依附于农贸市场衍生的马路市场
进行整治，力争明年底全面完成城
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实现

“半年见成效、一年形成长效机制”
的目标。

在海口市民看来，目标与现实
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譬如由于
农贸市场布局不合理、管理不到位
等原因，由此衍生的马路市场虽说
方便了市民，但却阻碍了交通、脏
乱了环境，导致不少市民对农贸市
场颇多怨言。

怎样解决这一民生关切问题，
走好“民心”路径？

近日，记者对海口二十多家农
贸市场进行调查，对其中各有特色
的农贸市场进行样本分析，并倾听
涉及农贸市场的市民、管理方、摊
贩的诉求，以探讨农贸市场今后的
发展路径。

几家欢乐几家愁

每天下午5时，琼山区的新大洲大
道、高登西街以及大园路等几条建有农
贸市场的路段已是水泄不通。

高登西街的北半幅有两车道，培龙
市场周边的马路市场占去了半车道，非
机动车停放占半车道，行驶中的人和机
动车、非机动车共用一个车道，因此走
走停停，进行变得十分困难。六合市场
（即铁桥滨江农贸市场）周边的马路市
场则直接阻碍了新大洲大道（入海口主
干道之一）的畅通运行。

作为府城地区最大的菜市场，培龙
市场有关负责人叫苦不迭：“刚花900万
元改造升级，被马路市场抢了不少生
意，市场里面的业户意见非常大。看来
改造投入的资金回收遥遥无期。”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海口全面
实施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迄今已完成
42家，其中城区29家，包括秀英区的海
盛市场、港丰市场，龙华区的头铺市场、
新港市场、华泰市场、双拥市场，琼山区
的铁桥滨江农贸市场，美兰区的新埠市
场、龙舌坡市场、新华市场、振兴农贸市
场、民生市场等。去今两年刚改造完的
农贸市场则有秀英农贸市场、长流农贸

市场、新港市场、城东市场、培龙市场、
凤翔市场、金鹿市场等。

农贸市场的脏乱差，安全隐患多，
一般归咎为历史原因，市场建设标准、
硬件设施、配套功能起点低。于是海
口按照“先易后难，成熟一家改造一
家”的原则，逐步分批实施升级改造。
毫无疑问，投入资金改造并通过检查
验收后的市场布局合理、设施配套、整
洁明亮、安全舒适，消费者流量增加，
市场效益明显。

但是7年过去了，改造后的农贸市
场又出现了新问题。“一是旧城区农贸
市场先天不足，如大部分没有停车位；
二是市民需求不断提升，设施逐渐老化
和耗损，部分农贸市场再次不符合形势
需要；三是马路市场多头管理，已经严
重影响了农贸市场的经营。”海口市商
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家住老省委的符丽琴在龙舌坡市
场买了二十多年菜，近来发现市场里面
越来越空，仅剩三分之一的摊位，市场
外面的露天坪里反倒热闹无比。一打
听才知道街道社区、城管都在收管理
费，马路市场属于“合法经营”。

2008年市民林碧儿全家搬进中城
广场时，海口金贸片区临街铺面大都空
着租不出去。那时候滨贸路还没有打
通，金贸西路与滨贸路交叉路口的拐角
处就有一个简易农贸市场。

这个大约1000平方米的空间，中
间搭着铁皮棚，摊主们摆出的菜种类挺
齐全，林碧儿惊异这里连海鲜也都很新
鲜。简易市场周围是一圈铺面，销售着
副食品、日用杂货等。入口右侧有几个
年轻人租了一小间铺面供应炒菜，现买
现做味道还不错。

林碧儿买了搬家时所需的扫帚、拖
把、晒衣架等，与摊主们聊天得知附近
正在建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摊主们担
心新市场的租金会不会太贵。

2009年6月，金贸文华市场落成营
业。林碧儿逛了一圈，感叹这里是海口
最完美的农贸市场：市场东西各临文华
路与滨贸路，交通便利；最南一排铺面，
绿化带隔开停车场，市场共有南北两个
入口，里面分区清晰，北门出去是一条
水果巷，再北侧是一排小铺面，巷子东、
西出口就是马路。林碧儿喜欢这个市
场的外部格局合理，内部干净整洁，使
用凸起的小方块地板砖，能让地面始终
保持干爽。

短短两三年，林碧儿就见证了金贸
文华市场的迅速繁荣。

得益于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金贸片区人口快速增长，
铺面和摊位承租者踊跃，于是这个占

地16亩，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农
贸市场便发展为片区中心。早上往
来买菜和吃早点的市民，南北铺面皆
有各色早餐供应；中午是片区数千白
领们的午餐园，或叫这里的快餐送去
办公室；晚上则热闹到深夜，除了南
侧的品牌小吃，还有菜市场二楼的几
家餐馆，烧烤园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大
张旗鼓。

“曾经一度也出现有路边摊，但市场
的保安队态度很强硬。现在管理得很
好，摊主们甚至还要求穿统一标示的背
心。”林碧儿说，希望海口的新城区菜市
场也是这样，一步步来，先划出简易的交
易场所，达到一定规模时再按规划建高
标准的市场。

7时30分，符开兴穿过龙华农贸市
场一楼，来到二楼办公室。前一天冲洗
干净的地面，经过 一晚上的敞晾已经
干透，从四面八方来的业户把菜摆在了
摊位上。长流姑娘郑金桃来得晚，符开
兴拍拍她的肩膀打招呼说“抓紧摆好，
别堵塞了通道”。

海口大多数农贸市场最早由工商局
批准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1995年全
国工商系统行政和市场分家，农贸市场便
归新组建的海口市市场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管理（琼山由琼山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管理）。一直没离开过这个行业的符开
兴，如今当上了经理，成为几家农贸市场
的负责人。

龙华农贸市场总面积1500平方米，
摊位近400个，虽然规模不算最大，但口

碑一直不错。家住国贸的市民于丽，甚
至住万绿园边上的市民吉欣经常开车来
这边买菜。“就是没有停车位，要停远一
点，菜价稍贵但不短斤缺两。”于丽对这
里还算满意。时间长了，一些摊主跟于
丽熟识了，还允许于丽赊账买菜。

“建文华市场之前，我们这儿在海
口排第一。”符开兴说，龙华农贸市场先
后荣获“全国文明市场”“全国文明集贸
市场”、省级“市场规范管理达标单位”、
省级“文明二星级市场”等荣誉。

符开兴张口就背出了农贸市场的“九
类一栏”，肉类、蔬菜类、海鲜类、冰冻类、
豆制品类、米制品类、蛋品类、熟食类、副
食品类和自产自销栏。摊位按月租，自产
自销栏按日收费。由于管理得好，想进来
的业户需排队，整个市场“一位难求”。而

业户们许多在这里经营了十多年，符开兴
像管家婆一样，认识每一个人。

120米长的市场，左边走进去，右
边走出来，布局设置上无需回头路。而
保持地面干燥的诀窍是，业户只许带矿
泉水瓶进市场。“蔬菜放太久如果干得
厉害，就用在瓶盖上扎几个小孔的矿泉
水瓶洒点水，或者用浸湿的布盖在菜
上。”符开兴透露。

此外，业户的培训和教育很重要，
每个月龙华市场有2次培训课，“一年
24次培训，业户多少能听进去一些管
理规范和要求，知道哪些行为将受到处
罚。”符开兴说。

得知海口市又要对农贸市场进行
二次升级，符开兴想增加一部分空调
间，先半农超，逐渐向农超接轨。

老牌市场的管理诀窍：摊贩的培训和教育很重要

龙华农贸市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居于海口农贸市场排行榜上第一位。那个时候，有家住国贸的市民开车来这里买菜。就
是现在，想进来卖菜的业户也需排队，整个市场“一位难求”。

70后“管家婆”符开兴认识这里的每一位业户。

市民希望的农贸市场：
没有污水异味 没有虚价欺诈

“买个菜出来，一脚污水，一身异味。”家住
滨江西路的冯秀君说，没有污水、没有异味是
对农贸市场的最低要求。正因为菜市场的清
洁卫生状况不佳，现在的白领、年轻人在远离
农贸市场。

国贸金龙市场自从因建设侨中隧道被拆
掉后，家住国贸的市民于丽和邻居们都不肯
去那个臭烘烘的临时市场，宁愿去龙华农贸
市场、金贸文华市场或大润发超市。于丽认
为，市场的干净比便捷还重要。此外，业户的
素质也应该不断提高，农贸市场才有竞争力。

家住海甸五西路的王欢，被楼下便民疏
导点的菜贩坑了两次后，发誓再也不图省
事，宁可开车去较远的大型农贸市场。

家住紫荆花园的董先生，因滨海大道以
北的这个片区没有农贸市场，他觉得便民疏
导点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每天早上和晚上
定点售卖，之后打扫干净才离去。说明疏导
点的关键在于管理。”董先生认为。

经营者希望的农贸市场：
明确责任、投入资金、早做规划

“现在一些菜市场外延很大，有的外延甚
至比市场本身还大。马路市场甚至延伸到店
铺前面，店铺门口也摆摊。”经营府城一家简易
农贸市场的王先生认为，府城的城市管理混
乱，首先乱在菜市场，流动摊贩的食品安全卫
生很难保障，菜市场周边就不应该或少批准便
民疏导点。责任主体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
全，管理责任不落实，环卫基础设施配套不完
善，都限制了农贸市场生存和发展。

“如果要保持农贸市场永远受消费者喜
爱，受业户欢迎，就要三年一次的部分更新
改造。”

龙华农贸市场经理符开兴认为，农贸市
场跟上时代步伐需要资金投入，而农贸市场
本身具有公益性，所以还需财政的补贴和税
收的倾斜。

符开兴建议，老城区农贸市场改造与棚
户改造相结合，早规划、早协调用地。

业户希望的农贸市场：
留一点生存空间
少一点利益冲突

刚刚改造后开业的金鹿农贸市场生鲜区
移到了地下一楼。6月30日18时，所有业户
将菜从地下一楼搬到街边售卖。由于市民很
少愿意去地下一楼买菜，等市场管理人员和
城管执法人员下班后，业户抓紧做地面上的
生意。“我们到7点就收摊。”业户们告诉记者，
改造后的市场不受欢迎，管理方也就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给大家留一点生存空间。

常年在省气象局便民一条街卖熟食的
业户说，最近海口天气太热，便民疏导点也
应该有点遮挡才好。

马路市场摊贩认为市场少，租金贵；而
进入农贸市场的业户又认为马路市场方便，
费用低，抢了“正规军”的生意，“希望市场能
有序一些，少点利益冲突”。

已改造市场的无奈：为何干不过马路市场？

在龙舌坡市场买了二十多年菜的居民发现市场里面越来越空，市场外的“马路市场”反倒热闹无比。而这是不少农贸市场
的现实遭遇。因为街道社区、城管等对马路市场“多头管理”，交了管理费的马路市场变身“合法经营”。

公说公的理
婆说婆的理

合理布局 便民为上

核心
提示

新建市场的竞争力：外部结构合理 内部干净整洁

从7年前1000平方米的路边简易市场，到如今10000平方米的“海口最完美”农贸市场，市民林碧儿见证了金贸文华片区农贸
市场的蝶变，她认为海口新城区的农贸市场也可以这样来建，先划出简易的交易场所，达到一定规模时再按规划建高标准的市场。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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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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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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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婷

改造后刚投入的金鹿市场每天18时后内部空空，与场外热闹的马路
市场形成鲜明对照。 本报记者 刘贡 摄

在农贸市场挑选蔬菜的市民。环
境整洁干净、蔬菜新鲜是市民对农贸
市场的基本要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农贸市场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怎样建
好、管好农贸市场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之
一。然而，建好、管好农贸市场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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