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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18 个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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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开展
社会文明大行动
着力提升全民文明素质

本报石碌10月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近日的昌江黎族自治县，从广场到路
口、从街头到巷尾，随处可见文明宣传标语。自
10月1日来，昌江在全县掀起的社会文明大行
动热潮，通过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大力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明创建活动，着力提升全民文明素质，
旨在于全县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据悉，昌江在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到来前，便制
定好喜迎十九大宣传报道方案。在市民广场、文
化公园、商业广场、高速立交桥等地，借助广告牌、
LED显示屏等形式，做好了欢度国庆喜迎十九大
的宣传广告。

而交通运输、路政、公路管理部门则分赴棋子
湾旅游公路、十南线等管养公路开展路政执法和
公路养护工作，采取源头管控和路面执法相结合
的方式，不间断对砂石场和路面巡查，致力做到公
路无超载车辆、路面无污染货物。同时采取措施
拆除公路沿线不雅广告和非公路标志，净化公路
路域环境。

据了解，昌江各乡镇也同步开展了国庆中秋
双节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城管、城市综合执法等部
门则针对公交站台小广告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及
占道经营整治工作。而针对集贸市场“脏乱差”现
象和建筑工地围挡不规范等现象，也由相关部门
开展了集中整治，以确保昌江市容街道整洁有序。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陈莉华

在景区随意涂鸦的行为着实让
人反感。对此，儋州不是简单地一禁
了之，而是尝试开设“心灵墙”供游客
自由“吐槽”。记者今天在儋州森林
客栈看到，这里的“心灵墙”，贴满了
五颜六色的小纸片，图文并茂，全是
游客们的心声。

掀开一张张纸条，记者发现不少
率性而为的语言或符号——

“到此一游。瓦：-）噜。”
“Z，I need you！ M。”
“我希望我再回到这里不会后悔！”
“如果有一天，你也来到了这里，

会不会像我想你这样想我？！”

“五年前，我们从这里离开；五年
后，我们回到这里相聚；未来五年，我
们还会再回来！”

……
儋州森林客栈负责人冯清雄介

绍，从2013年初以来，这个“心灵墙”
接纳“吐槽”的国内外游客逾2000人
次。他认为：“此举不但让游客有了
宣泄情绪的出口，把心里话写出来或
画出来贴在‘心灵墙’上，而且让他们
下次来儋州重温自己的留言时倍感
亲切，有一种家的归属感，增进对儋
州的热爱之情。”

同时，开设“心灵墙”对游客文明
旅游起到了一定的疏导作用，附近海
南热带植物园的变化就是明证。

与儋州森林客栈数百米之遥的
海南热带植物园，共引进了40多个国
家的热带、亚热带植物2600多种，其

中包括50多种珍稀濒危品种，是集旅
游观光、科研、教学、科普于一体的热
带植物种质资源圃。

海南热带植物园有关管理人员
说，以往部分游客到该植物园游玩时，
一时兴起就在树上或其他景点上乱刻
乱画。尽管有禁止乱刻乱画等提示，
但一些人还是我行我素，有的还为留
下“到此一游”等词句而沾沾自喜。

近日，记者回访海南热带植物园，
发现随处涂鸦的新痕迹已大大减少。

“要想抒发自己的情感，可以在
海南热带植物园附近客栈的‘心灵
墙’去写一写、画一画，这才符合文明
旅游的要求。”湖南游客石昱建议，各
景区景点也可以自行设立类似的“心
灵墙”和“留言簿”，变堵为疏，让文明
旅游成为代代传承的好习惯。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

■ 易宗平

“到此一游”等乱写乱画陋习是各
景区景点常见的不文明现象。儋州森
林客栈开设“心灵墙”供游客“吐槽”，
使附近的海南热带植物园涂鸦现象减
少。看似些许小事，却有一定的启迪
意义：采取“疏导+体验”方式，给游客
的激情一个合适出口，对文明旅游可
以发挥事半功倍的积极效应。

人人都有表达欲，只不过程度不
同而已。因此，不要把游客的表达欲
望都当成“洪水猛兽”，而应该理性对
待这种需求，让他们通过合理合法的
渠道有序输出。

“疏导+体验”顺应了游客的正常
需求，让游客的激情有了一个合适出
口。近 5 年来，儋州森林客栈开设的

“心灵墙”，接纳“吐槽”的国内外游客

逾2000人次。此举既让游客有了宣泄
情绪的出口，又让附近的海南热带植
物园乱写乱画现象明显减少，还使游
客及其亲友下次来儋州旅游重温留言
时产生家的归属感，可谓“三全其美”。

“疏导+体验”可以调动游客参与的
积极性。儋州森林客栈的“心灵墙”，不
乏有创意、有水平的留言和画作。此
外，2015年2月，儋州启动“东坡文化体

验之旅”，推出了背诵东坡诗词免费游
览东坡书院等五大活动。今年9月9日
至10月4日，儋州调声文化节成功举
办。这些体验式活动，收获了一大批优
秀作品，并使游客“爆棚”，人气大增。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发展旅游要构建
一种精神家园，让游客有安放人格的地
方”。开设“心灵墙”，开展“东坡文化体

验之旅”，举办儋州调声文化节，也为游
客营造出回味无穷的“精神家园”。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省文明委
决定从今年10月起至12月底，以建设
海南文明岛为抓手，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在全省广泛开
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

“疏导+体验”之于“文明旅游行动”，也
不失为一剂让人“甜口甜心”的“良药”。

给游客的激情一个合适出口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周鲁）今天，尽管是国庆、
中秋长假最后一天，但儋州多个重点
项目工地上，仍然是机器轰鸣、铁臂挥
扬的繁忙景象。据儋州市发改委统
计，今年1月至9月，全市118个重点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49.2亿元。

儋州重点项目建设可圈可点。从

投资结构分类看，儋州重点产业项目投
资量大。前三季度完成投资133.8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85.2%。其中，该市七
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17.7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88%；社会民生工程完成投
资7.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76.1%。

从投资主体分类看，儋州社会投
资项目完成投资131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86.4%，其投资进度快于政府
投资项目。这表明，以政府投资为主
导、以社会投资为主体的重点项目投
资格局已经形成。

从投资完成率排名看，儋州年度
计划投资完成率排列前十名的项目
有：保障性住房、扶贫攻坚基础设施
和产业、儋州骑楼小吃街、雪茄种植

加工、中南西海岸、生态环保造板厂
（技术升级改造）、望海国际广场、滨
海新区滨海二道工程、水榭丹堤、城
北世家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完成率
均超过100%，特别是保障性住房项
目以225.6%的投资完成率，高居118
个重点项目榜首，体现了民生工程项
目的优先快速发展。

儋州对用人单位进行日常巡查

重点监察《劳动合同法》
执行情况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如何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
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记者今天从儋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局持续开展下
半年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工作。

据介绍，儋州开展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的
主要内容包括8个方面：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
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重点监察规章制度制定是
否民主，内容是否合法，是否依法告知每一位劳动
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重点
监察用人单位签订、履行、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是
否执行了《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在
招录用员工时是否存在违规收取押金或变相收取
押金的行为；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情况，重点监察是否存在瞒报、漏报
行为；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
情况，重点监察是否存在违规加班行为，是否按规
定支付加班报酬；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的情况；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
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
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据了解，此轮日常巡查时间，从即日起至12
月30日。儋州对用人单位进行日常巡查，以预防
和纠正违法行为作为首要目标，坚持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通过建议、引导等行政指导方式，宣传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为构
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服务。对拒不按要求配合监察
的用人单位，将根据《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若干规
定》予以行政处罚，并向社会公布。

洋浦新英湾区前三季度
发放民生补贴1688万元

本报洋浦10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毛华丰 麦彦礼）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最新汇
总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新英湾区发放各类
民生补贴共计1688万余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
认真贯彻关于民生发展的有关部署，积极开展贫
困人口普查，按照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及
时发放民生补贴。其中，新英湾区发放大米补贴
1086万元、老龄补贴506万元、高龄补贴93万
元、百岁老人补贴1万元。

中国艺术名家
“诗画儋州”作品展出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一群梳着黑色长辫、穿着红色衣裙的窈窕
女子，正在载歌载舞。这是画家王建军创作的布面
油画《儋州调声》呈现出的艺术形象。今天，包括他
的作品在内，10位中国艺术名家共23幅油画作品
在儋州展出，吸引着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9月10日至13日，30位中国艺术名家赴儋
州采风。他们先后来到东坡书院追寻东坡足迹，
感受东坡文化魅力；漫步在海南热带植物园，体验

“植物王国”洋溢着的热带风情；探访古盐田、儋阳
楼等地，感受千年古郡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庆前
夕，他们共创作了40多首诗歌和30多幅具有儋
州特色的书画作品。

10月1日至10日，“诗画儋州——中国艺术
名家走进儋州”艺术展在儋州市那大城区的夏日
广场举行。此次展出的艺术品均为油画作品，包
括李家骝、孙学敏、陈明群、刘嘉嘉、王建军、崔治
中、翟义涛、王宏志、蔡蔚、雁西等10位艺术名家
的23幅油画作品，从不同侧面，生动地展示了儋
州的风土人情和建设发展成就。

儋耳古郡
兰花斗艳

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谌振博士从
事热带花卉研究已有7年，他与同
事主要研究海南本土热带野生兰的
驯化、栽培，研究的项目有蝴蝶兰、
石斛兰等1300个品种。

据了解，他们的催花、控花和高
效栽培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其研究成果对于我省兰花产业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为谌振（左）在花卉基地向当
地合作伙伴传授兰花栽培技术。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本报那大 10 月 8 日电 （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创意人士请看过来——记者
今天从儋州市政府办获悉，从即日
起至 11月 30 日止，儋州面向全国
征集城市形象宣传口号、Logo 和
吉祥物，作品入选可夺得 10 万元
大奖。

为进一步打响儋州城市品牌，
儋州市政府决定主办此次征集活
动，采取城市形象宣传口号、城市
形象宣传标识（Logo）和城市形象
吉祥物组合投稿的方式，面向全

国征集。
征集作品要求主题鲜明，既能

反映儋州历史、人文底蕴和优美的
自然生态环境，彰显城市魅力，又
能体现儋州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
活力和成就，契合儋州未来发展的
定位；准确贴切，语言精练，富有韵
味，便于记忆和传诵，适合在各种
媒体、载体和场合使用和传播；具
有较强的标签性、思想性、应用性
和时代感；符合大众认可，易于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认知和接受。

此 次 征 集 作 品 的 具 体 要 求

为：一是每条城市形象宣传口号，
字数原则上控制在 10 字以内。
二是城市形象宣传标识（Logo）递
交作品方案为设计效果图或作品
彩色照片，作品还应配有设计创
意说明，包含作品题目、尺寸、设
计说明等。三是城市形象吉祥物
适用于平面、立体和电子媒介的
传播和再创作，适合动漫周边产
品（如礼品、饰品、桌面设计等）的
开发；参评作者需绘制吉祥物的
三视图（含正面、正侧、背面），并
为该吉祥物设计至少三个能表现

该形象特色的动作；作品应配有
作品名称、材质、设计创意理念及
内涵等。

此次征集活动的奖项设置包括：
入选作品奖1名，奖金10万元；入围
作品奖4名，奖金各1万元。

有意应征参评者，可通过邮
寄、当面提交或网络等方式进行投
稿。邮寄地址：海南省儋州市中兴
大街民政大楼五楼市旅游发展委
员 会 ；电 子 邮 箱 ：lyban88@163.
com。每个单位或个人参评作品，
不超过两套。

儋州征集城市形象宣传口号、Logo和吉祥物
作品入选可获10万元大奖

儋州森林客栈设“心灵墙”供游客倾诉

变堵为疏巧管理 文明旅游成习惯

社会民生工程
完成投资7.4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
的76.1%

儋州七大产业项目
完成投资117.7亿元

完成年度
计划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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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重点项目前三季度完成投资149亿元
同比累计投资增加4.9亿元，增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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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投3300万元
防护公共管廊安全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叶燕菁 罗其才）今天，洋
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公共管廓安
全防护工程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紧
张有序施工。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300万元，全长11.3公里。

据了解，实施公共管廊安全防护
工程项目，就是给公共管廊加上保护
层，有效避免管廊发生意外事故。目
前，工人们正在洋浦公共管廊边缘两
侧安装防撞柱和防护网，对管廊实施
封闭化管理和作业，并对公共管廊安
装检测监控报警系统。

洋浦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
共管廊安全防护工程项目关乎企业安
全生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工程将
于2018年8月底完工。

洋浦三都区
14条村道月底完工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张裕佳 邓白荣）今天，在洋
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冠英村公路在
建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据了解，除冠英村以外，洋浦颜村
的庙坊、西离公路，漾月村的琅绗公路，
以及棠柏村的长兰公路等8条公路，已
经完成了路面浇筑工作，其他6条公路
正在进行碎石铺设及土路平整压实。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洋浦将三都
区第一批14条10公里农村公路，作为
全省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建设任务抓紧抓
实。预计这些农村公路10月底竣工。

游客在儋州森林客栈“心灵墙”上留言。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