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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三亚，哇哎噜！”今天上午，鹿城
虽略有凉意，却依旧阳光明媚，北京游
客郑芸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内的沙
滩上舒心地晒着太阳，并不时向同伴
喊着刚学会的“我爱你”的海南方言。

“景区里生态环境优美，海水清澈见
底，可以看到好多海洋生物，沙滩松
软、洁白、干净，‘窝’在沙子里太享受
了！”郑芸说。

郑芸是三亚的“回头客”，三亚旖旎
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吸引着她连续多年

在此过冬。今年过来，她发现三亚有不
少新变化：城市变得干净了，景区、车站
等公共场所内的秩序越来越好，出游更
加文明，游玩在三亚更惬意了。

郑芸的这番点赞并非个例。今年
以来，三亚持续推进的社会文明大行
动，推动文明交通、文明旅游、诚信教
育等行动开展，通过张贴文明宣传标
语、设立宣传栏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城
市文明氛围，提升市民游客文明素质，
赢得不少赞誉。

每到秋冬时节，三亚旅游市场火
爆，景区景点则成为城市的重要“门

面”。如何擦亮门面迎客来？“营造文
明有序的出游环境，提升景区文化内
涵、服务品质，让游客玩得舒心、放心、
安心。”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三
亚市已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严抓文明
旅游行动，加强实地检查、督导，通过
文明宣传、文明培训、文明企业评选等
形式，在旅游系统中形成“人人宣传、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景区工作人员既是清洁员，也是
禁烟员。”打造文明出游环境，三亚蜈
支洲岛旅游区员工原苹深有体会。如
今，走在景区道路、海滨浴场，提醒游

客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随地扔垃圾，
及时清理垃圾，已成为包括原苹在内
景区工作人员的习惯。

旅游从业者以身作则，树立文明
新风，出游环境变得更好了，游客亦切
身感受着。“沙滩、草地、礁石旁都设有
文明标语，景区内专设吸烟区，来三亚

‘做客’，也应遵守文明礼仪，为宣传文
明风尚、呵护城市环境助力。”郑芸说。

据悉，为加强文明旅游宣传，三亚
已在400余家涉旅企业张贴宣传画
3000余张、摆放宣传册4000余本，并
向游客发放文明宣传资料十余万份，

开展“一分钟文明旅游引导”等活动，
在景区景点设立“文明旅游”志愿服务
工作站，建立文明旅游“红黑榜”发布
制度，加强对文明旅游的正面宣传和
反面曝光，还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微
博、展销场地等形式，加大文明旅游公
益广告刊播力度，多举措优化旅游环
境，营造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

“透过景区这扇‘窗’，我们希望更
多的游客能感受到三亚的文明之美、
文化之美，传播社会正能量，让文明新
风越吹越劲。”原苹憧憬着。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持续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营造良好城市文明氛围

鹿城旅游：文明风景媲美明媚阳光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谢小茜

步道通幽，民居、北仍书屋、北仍
客厅古色古香……12月15日，阳光
灿烂，琼海市嘉积镇北仍村热闹非凡，
一拨拨的游客接踵而至。

在北仍客厅，游客吴来利看了挂
在客厅里的《北仍公约》后感叹：“文明
是一种习惯，如何培养这种好习惯？
北仍村以《北仍公约》这种方式规定下
来，很特别。”

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仍公约》明
确了提倡节约、爱护公共设施等内
容，还要求村民诚信经营，不得欺诈
游客。

嘉积镇官塘村委会妇女主任黄春
瑛介绍，为让村庄得到长足发展，村里
成立了北仍村管委会，研究制定一系
列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严格
监管，调动村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养
成良好习惯，保证村规民约的有效履
行，推进移风易俗，进一步促进乡风文

明建设。
北仍村还通过开展好民风之

家、重孝道之家、最美家庭等评选
活动，带动村民约束自我，既重视
传承和弘扬优良习俗，也努力倡导
与新城镇、新农村相适应的新生
活、新方式。

黄春瑛说：“村里有红白喜事，村
民就在北仍客厅座谈，让村民不要铺
张浪费。现在村民意识提高了，都做
得很好。”

在北仍村的一间小卖部前，来自
河南的游客王斌询问完椰子的价格后
说：“没想到名气这么大的乡村旅游
点，旅游商品在旅游旺季也没涨价，一
个椰子才7元！我带了4瓶矿泉水，
就是怕景区东西太贵。”

在草寮咖啡店前，记者看到，来
自山东的游客李丽丽正在帮人拍
照，一问才知道，她并不认识拍照对
象。“他们一家人出来玩，如果自己
拍照，照片里会少一个人合影，难免

会留下一点遗憾，帮忙拍照耽误不
了我多少时间，我就主动过来帮
忙。”李丽丽说。

草寮咖啡店的负责人名叫王秋
香，由于北仍村名气越来越大，她家的
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旅游旺季的时
候，一天营业额能有1万多元。”王秋
香说。

虽然已经是老板，但王秋香还是
兼职村里的清洁员。“这并不难理解，
北仍是我家，我们村民要一起爱护
她。也正是因为这里环境优美、空气
清新，才能吸引到一批又一批游客。”
王秋香说。

通过内外兼修，北仍村已将文明
内化为村庄发展的基础，具化为每个
村民的行动，让村庄外在更加迷人，内
在更有韵味。

早上到北仍村，下午离开，吴来利
依依不舍：“北仍村最美的风景是文
明，这里适合长住。”

（本报嘉积12月17日电）

提升文明素质，营造优美环境

乐东启动“一巩双创”工作
本报抱由12月17日电（记者袁宇 易建阳

通讯员林东）为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
果，并开展创建海南省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县城
（以下简称“一巩双创”）工作，乐东黎族自治县今
天举行“一巩双创”工作动员大会，省爱卫办、省住
建厅有关人员以及全县各界共3600余人参加。

动员大会上，乐东县长李永群对“一巩双创”
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一巩双创”工作“创文”组、

“创园”组和“巩卫”组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执法
人员、市民代表分别宣读倡议书。

在动员大会上，乐东提出将掀起“一巩双创”工
作高潮，力争3年内实现城市风貌、城市管理两个

“大变样”。乐东将全面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成果，确保2017年底建成海南省文明城市，
2018年底建成省级园林县城。通过强力推进“一
巩双创”工作，使乐东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城市面貌显著变化，社会风气显著改善，文明程
度显著提高，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新乐东。

据悉，乐东已出台“一巩双创”工作方案，并成
立了“一巩双创”工作领导小组。乐东县委书记吴
川祝强调，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乐东把

“一巩双创”作为今后3年事关全局、影响重大的
历史性工程，是对乐东综合发展水平的检验。各
单位、各部门要把“一巩双创”工作摆在突出的位
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全力抓、其他领导配合抓、广大群众支持抓，形
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琼海北仍村环境优美，乡风文明，一间间古朴的民居掩映在槟榔林和椰子树
下，让游客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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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龙华区乡贤协商工作
获“中国十大社会治理
创新”奖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
者刘伟）12月16日，由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小
康》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7第十二届中国全面
小康论坛”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中共海口市龙
华区委“乡贤协商会助力乡村发展”项目被授予

“2017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据了解，海口市龙华区委自2015年起通过探

索村务协商机制，首创乡贤协商会，逐步建立和完
善“一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模式，给海口乃至全
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经验，并在促进当地
乡村发展，助力精准脱贫，留住乡愁、发展乡贤文
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村规“规”出诚信经营，民约“约”出移风易俗

琼海北仍村：最美风景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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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下午，以“牵手北部湾，惊叹新海口”为主题的海口城
市旅游推介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举行，吸引了当地新闻媒体、
旅行社等各界嘉宾近400人参与。会上，海口、北海两地政府签订交
通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了两市合作发展的新纪元。这一次跨越
北部湾的携手合作也将打造北部湾城市群合作新典范。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李冰

12月17日，海口（北部湾）城市旅游推介会在广西北海市举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跨越北部湾的成功牵手

北海有着“珠城”之美誉，是国内著
名的宜居城市和旅游城市，今日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对岸的海口市，和北海

“共享一湾水”，资源相似、地缘相近，两
地的经济交流、人文交往历来密切。

今年1月2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建设北部湾城市群，打造“一湾双轴，
一核两极”的城市群框架，建设发挥地
缘优势，挖掘区域特质，建设面向东
盟、服务“三南”、宜居宜业的蓝色海湾
城市群。同为“一湾双轴”的重点城
市，海口和北海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大
势所趋。

“在新年来临之际，北海与海口将
以交通旅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为新
起点，不断谱写合作发展新篇章。”北海
市副市长陈勋介绍说，今年以来，北海、
海口两地政府通过多次会晤，在共同推
动桂琼海上航线发展、加强两市间的交
通运输交流与合作、加强两市间的旅游

交流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目前琼州海峡水上飞机、快速

客滚船项目进展顺利，半小时水上交
通圈逐渐成型，为北部湾水上交通方
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
验。”海口市副市长孙世文表示，接下
来海口与北海将共同致力于推动包
括水上飞机、快速客船等在内的水上
交通方式的升级，跨越北部湾的时间
将大大缩短。

连通南北促进区域新融合

“这次我们主要是推海上的航线，
就是希望能将北部湾的旅游线路与海
南至东南亚的旅游线路连接起来，让海
口发挥一个旅游枢纽的作用。”孙世文
表示，海口与北部湾沿线城市应该加强
旅游、文化的交流交往，以实现优势互
补、客源互济、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推介会上，海口、北海两市政府代
表签订了《交通旅游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两市将以畅通海上通道为目

标，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推进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拓宽
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进一步加强
北海——海口客滚航线管理；建立两市
交通、旅游、信息化建设、安全应急全方
位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互利
共赢的合作与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北海、钦州等地旅游业发
展较快，高铁、航空等交通设施完善之
后，从西南、西北等地过来的游客很
多，北部湾沿线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
漏斗，各地客流汇聚于此。”海口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认为，打通海口
与北海、钦州、湛江等地的旅游线路，

可以承接一大部分“漏斗”往南的客
流，再连通东南亚的旅游资源，这是一
个互利共赢的事情。

对接“一带一路”谋发展

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提
出，“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推动海南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港口、航
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密切与泛
珠三角‘9+2’经济区、北部湾城市群
的战略合作，持续加强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和示范基地建设”。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曾
要求，海口要在航运、旅游、农业、交通

等领域深入推进、不断深化与环北部
湾的城市合作，实现抱团发展；大力拓
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海口的区
域影响力和知名度。

海口与北海，一衣带水。协议签
订之前，两市交通港航部门已开始付
诸行动，12月16日，完成旅游化改造
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棋子湾”号客轮正式首航，将与今年
9月20日投用的“北部湾66”号邮轮
一起，成为北海——海口旅游的新选
择，两地市民游客跨越北部湾也将变
得更加舒适和便捷。

（本报北海12月17日电）

海口城市旅游推介会在北海举行

跨越北部湾合作开启新纪元

◀上接A01版
打造精品海洋旅游航线。推动北海—
海口航线售票窗口、双方自营的官方
网络平台和大型OTA等销售渠道共
同销售往返船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
的购票服务，推动北海—海口航线在
两地同一港口实现对开。

双方加强与东盟合作，共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建设中国—东
盟海上物流通道，构筑全方位的综合
物流体系，加快构建适应区域合作发
展要求的综合交通网络，逐步实现区
域内交通运输一体化。

共同支持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

网，建立海上航运信息交流平台，构
建区域旅游网络营销系统，创建旅游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和旅游信息监管
综合平台。

加强两市间物流合作，推动建
设北海—海口区域物流中心，加强

相关地域港口、物流场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增进两市间的互联互通及
经贸配合。

此前，北海市港航部门已投入“北
部湾66”号邮轮，使海口与北海间航
线有了旅游客轮；昨天，海南海峡航运

股份有限公司“棋子湾”号客轮也正式
首航，成为北海—海口旅游新选择。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琼州海峡半小时水上交通圈初步成
型。海口市与北海市将共同推动包括
水上飞机、快速客船等在内水上交通
方式的升级，跨越北部湾的时间将大
大缩短。

海口北海签订交通旅游合作框架协议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李冰

“海口旅游业近来发展迅猛。作为一名旅游
从业者，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幸运
获得钻石辉煌号北海—海口—菲律宾豪华双人
游的北海市民李峰激动地说。

12月17日 15时 30分左右，在一段唯美欢
快的舞蹈表演《炫舞海口》中，海口（北海）推介会
在北海市富丽华酒店拉开了序幕。欢快的音乐、
绚烂的灯光效果加上舞蹈演员们曼妙的舞姿，引
得在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接下来，一段独具海南传统文化韵味的舞蹈
《定安娘子》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北海市民郑
呈燮看了表演惊喜地告诉记者：“这段优美的舞
蹈，让我想起多年前曾看过的琼剧《搜书院》，里面
也讲述一位美丽的海南姑娘与书生的爱情故事，
这个舞蹈很有琼州味道。”

海南新锐原创歌手阿侬子黎的登台献唱，则
让现场感受到了海南黎族风情和海南年轻一代
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外籍乐队激情洋溢的表演，
让在场的北海市民游客领略到海口国际化都市
的魅力。

“跨越海湾，共同发展，这次推介会是海口
与北海两座城市一次充满温情的牵手。”这一
次推介会，海口精心为北海的朋友设计了旅游
线路，推出了“夕辞北海，朝游海口”北海—海
口周末游和北海—海口—越南/菲律宾邮轮游
产品。

“北海有著名的银滩，海口也有假日海滩，但
这两个海滩是各有特色的，北海是广场，是阳光浴
场，而海口却又有专业的帆板体验等。”海口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为了将椰城魅力尽情展
现给北部湾城市，海口特地结合北海候鸟老人多、
生活节奏悠闲等特点设计了极为贴心的旅游线路
和旅游产品。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往返于北海与海
口之间，我现在很期待北部湾上的水上飞机和
高速客滚轮。”听完推介会介绍后，北海市民高
俊杰表示，海口与北海的合作将为自己的工作
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他也将把海口推荐给更多
朋友。

（本报北海12月17日电）

推介会活动精彩纷呈

珠城绽放
椰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