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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 本报记者 袁宇

2月6日傍晚，家住三亚市南边海
路的“候鸟”朱锦鹏登上自家楼顶后惊
喜地发现，以前那些阻碍视线的楼顶
大型广告牌都不见了，现在能一眼望
见三亚湾。“落日余晖洒下一片金黄，
真美。”朱锦鹏感慨。

三亚景美，众所周知。然而随着
三亚知名度上升，高立柱广告牌、楼
顶广告牌、大型LED广告等各种广
告如雨后春笋，迅速占领了三亚的街
头巷尾。

“去年我也在三亚过年，当时的三
亚给我的印象除了美景，就是广告
牌。”经常到三亚旅游的大理游客常进
回忆道，虽然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很显
繁华，“但是这些‘巨无霸’太过于纷
乱，拉低了城市品质。”

游客眼中的三亚，处处风景如画，
又岂能容忍户外广告牌如脱缰野马，
破坏这美丽画卷？

为此，三亚自去年10月开展城市
管理突出问题“百日大整治行动”，拿
出“绣花功夫”，摸底全市户外广告牌，
一楼一策，清除非法设置、逾期设置、
占用公共资源的楼顶“巨无霸”，还市
民游客以整洁、靓丽的城市“天际线”，
全面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整治工作先从政府部门、机关
单位入手，率先拆除相关户外广告
牌，用实际行动做表率。”三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青云说，紧接着
拆除的是酒店等单位设置的商业广
告牌，而医院、车站等大型公共服务
设施的广告牌则放在最后拆除，“最
大限度减小对市民游客正常生活造
成的影响。”

但是，设置大型楼顶户外广告牌
往往费用不菲，要说动业主配合拆
除，难度可想而知。“有的单位采取

‘拖字诀’，拖着不拆，或者今天拆了，
明天又立起来一个小的。”李青云说，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三亚通过整合相

关部门建立了“黑名单”目录，加大违
法成本，对违法设置户外广告的行为
形成震慑。

为了强化户外广告整治效果，三
亚更进一步，结合城市网格制度，将
楼顶“巨无霸”以外的临街广告、门店
广告、横幅广告、乱涂乱绘等纳入整
治范围，并建立起问题销号制度督促
整改落实。

高位强力推动下，三亚户外广告
整治效果卓然。自去年10月1日至
今，三亚共清理各类广告牌1101块，
其中大型楼宇文字广告牌89处405
块，小型广告牌696块。

“现在城区很少见户外广告牌
了，看上去既干净又舒服！”家住白
鹭公园附近的居民周丽开心地说，
以前楼顶处处是广告牌，还有很多
安装了LED彩灯，“白天太杂，开车
容易分散注意力。晚上太亮，不拉
窗帘根本睡不着。”

事实上，拆除下来的户外广告牌
也让很多执法人员感到触目惊心。“很
多广告公司私自占用建筑物楼顶、墙
面设置户外广告，秩序混乱且材质低

劣。”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特勤大队
负责人杨庆能说，不少从楼顶上拆除
下来的大型广告牌已严重腐蚀，“如果
遇到台风，这些户外广告牌均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

违规户外广告牌不仅要拆，还得
管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三
亚专门制定《三亚市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管理办法》，并配套实施户外广告设
置规划及户外广告设置技术标准等，
以详细的规范化指标，将此前脱缰野
马般的户外广告关进笼子。

为进一步加强城区户外广告管
理，提升户外广告设置档次和水平，三
亚还充分寻求权威机构的智力支持，
委托中科院规划部门进行规划设计，
要求企业、商铺门头牌匾应实行一店
一牌、一单位一牌，营造整齐、规范、有
序的效果，提升城市形象。

“今后三亚的户外广告牌将统一
‘着装’，在兼具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
上，提升城市的整体颜值。”李青云说，
未经批准的一店多牌、牌匾附带广告
内容及存在超大、超宽、材质低劣等问

题的门头牌匾都将被拆除。
下大力气整治非法广告牌的同

时，三亚稳步推进抓好城市净化、绿
化、彩化、亮化、美化等“五化”建设，续
建新岸湿地公园、抱坡溪湿地公园、荔
枝沟社区公园、小洲岛公园等公园绿
地，继续实施道路绿化彩化、建筑外立
面改造、夜景灯光改造和大东海、南边
海特色街区改造提升等工程。道路路
面披了彩妆，变电箱彩绘成新景，电线
电缆入地“迁新居”……鹿城以“绣花
功夫”精心扮靓城市面子，也提升了居
民认同感与幸福感。

“三亚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文明形
象也需要我们一起维护。”经营广告设
计公司的陈兴武表示，以前杂乱无章
的户外广告市场现在有了规范，“大家
都按规划设计更美观的广告牌，是经
济效益与生活质量的双丰收。”

白天，见自然五彩光；夜晚，赏
缤纷灯光秀。一块又一块倒下的户
外楼顶广告牌，为三亚换来的是更
美丽的天空、更靓丽的夜景和更文
明的形象。

（本报三亚2月6日电）

三亚着力治理户外广告乱象，全面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天际线”靓了 民心更亮了
三亚绣花式城市管理 助力社会文明大行动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王大叔，今天抓了多少条鱼呀？
你们留一些自己吃，剩下的我帮你们
做成鱼干，放到网上每斤可卖到68元
呢！”春节前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和平镇堑对村“90后”村民王静妃带
着她的新身份——电商服务站负责
人，走街串户去寻找山里好货。

“堑对村‘光纤到户’工程建成
后，村民们家里都安装了无线网络，
不仅生活更加便利，还给大伙带来
了致富商机。”王静妃说，前几年自
己一直在外地打工，去年10月，村
干部听说她开过微信网店，鼓励她
回到村里担任电商服务站负责人一
职，从“打工妹”变成“电商负责人”，
王静妃浑身充满了干劲。

刚从河边捕鱼回来的堑对村贫困
户王桂春告诉记者，仅仅一个多月，王
静妃就到他家收购过好几次鱼，每次
他都能赚到200多元。“想想过去，大
家辛辛苦苦把捕回来的鱼拿到镇上集
市卖，还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将鱼晒成
鱼干放在网上销售，抓多少都不怕滞
销咯！”王桂春高兴地说道。

“前几天，通过村里的电商服务
站销售自家种植的槟榔果，一下子就
赚了3000多元，能过个好年了！”堑

对村贫困户陈世旭说，村里的基础设
施越来越完善，村民们的致富路也越
走越宽。

“近期，琼中商务局还为各村电
商服务站负责人专门开设了培训课，
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好经验。”王静妃
说，堑对村电商服务站成立短短3个
多月，就有4万多元的收入，发展前
景广阔。

下一步，电商服务站将继续围绕
“山里好货，健康生活”的销售理念，
从乡亲们手里收购五月茶、牛大力
酒、蜂蜜和糯米酒等特色农产品，制
作成包装精美的伴手礼，增加农产品
销售种类及档次。

“大伙都说要感谢我，其实是政
府帮扶政策好，‘光纤到户’工程便民
又惠民。”王静妃说，过去村里网络信
号差，别说开电商服务站了，打电话
都得靠喊，现在人人会用手机看电
影、浏览新闻，水电费都可以通过手
机缴付了。

网络带来的新商机，让村民们鼓
了腰包。不仅是堑对村，随着琼中

“千兆到镇，百兆到村”脱贫惠民工程
在本月竣工，琼中其他行政村的村民
也将乐享“光纤入村”的建设成果。

去年5月，琼中“千兆到镇，百兆
到村”脱贫惠民工程正式启动，经过

短短7个月的建设，实现了行政村光
网建设覆盖率达100%的总目标，惠
及全县 10 个乡镇 100 个行政村、
599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各村村
民通过光纤网络、无线网络能够实
现高速上网、观看高清电视、使用语
音通话，还能更加及时地了解国家

各项惠农政策、“三农”信息、农村电
商服务信息等。

琼中县副县长陈海滨介绍，该项
工程共投资5250万元，其中中国电信
海南分公司投入3500万元、琼中县政
府投入1750万元，共同打造出全省首
个“千兆到镇、百兆入村”服务型市县，

为农村经济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最值得自豪的是，琼中依托“光

网入村”发展优势，实现了22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超额
完成省下达任务。新年新气象，海南
中部山区贫困百姓的“触网”故事还
在继续…… （本报营根2月6日电）

琼中依托“光网入村”，实现2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

山里好货“触网”引来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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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不少骑友都在微信朋友圈为
这条骑行道点赞，今天我们一家人
也体验了一把穿梭在青山绿水的乡
村骑行游，既能一览乡村美景，体验
乡野之趣，又能锻炼身体，真是个意
外之喜！”今天上午，在三亚首条中
廖-大茅“健康骑行绿道”的骑游体
验让三亚市民陈广策赞不绝口。

入冬以来，鹿城进入旅游旺季。
今年到三亚过冬的游客欣喜地发现，
三亚的美丽乡村发生了巨变，将采摘
鲜果、赏鲜花、观田园等串联起来的
乡村骑行游，成为他们的热门选择。

“骑行道在绿意中穿梭，秀美如
画的村庄，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
……骑行14公里，宛如一次短途旅
行。”来自辽宁的“候鸟”符立海兴奋
地描绘“健康骑行绿道”一路的见
闻，还不时停下车，用手机定格眼前
美景。

“健康骑行绿道”是三亚为市民
游客打造的绿色骑行道，位于该市吉
阳区G224国道西侧，全长14公里，
途经里二、里一等10个自然村落，串
联起中廖村至大茅村的美丽乡村游。

骑行绿道全程铺设彩色沥青路
面和专业骑行道路标线，从高处俯

瞰，宛若一条绿色绸带蜿蜒在青山绿
水间，为市民游客骑行慢游新添一个
好去处。日前在此举办的吉阳首届
美丽乡村骑行活动，吸引了千余名骑
行爱好者前来体验。

途经中棉自行车驿站，65岁辽
宁“候鸟”杨世峰与几名骑友刚把车
停靠下来，便迫不及待地将骑行照
片发布至微信朋友圈。“在村子里骑
行，最大的感触就是乡村越来越美
了！”杨世峰告诉记者，他和他爱人
都是骑行发烧友，有10余年的骑行
经历，此番骑行体验让他感触颇深，

“村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备，有书屋、
餐厅、茶馆、民宿，还修建了休息站，
同时村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族特
色，值得点赞！”

“其实这次骑行也是一次‘考
察’。”杨世峰的爱人补充道，“这边民
宿的装修独具匠心，椰子壳装饰床
头、老木头打造成长桌，四周椰林环
绕。我们一家人打算过来吃年夜饭、
住民宿呢！”

说到年夜饭，一旁的骑友立马接
过话茬。“村里农户散养的土鹅，皮薄
肉厚，肉质紧实。上回我在中寥村的
李家院子餐厅吃过，倍儿香！”黑龙江
游客梁玉生说，“我回头要跟农户预
订几只土鸡和土鸭。”

“春节期间，游客肯定不少，
家中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的民宿生
意还会更好，提前把院子打扫干
净才能吸引更多客人。”络绎不绝
的骑行客让中寥村村民吉亚焕充
满期待。

在中寥村的阿爸茶社，刚送走
一批游客的村民符丁练紧接着帮忙

收拾茶桌，一旁几名工人正在搭建
棚子。“村里马上就要举办年货节
了，我们将会在这摆出‘美食阵’，可
以尝到糯米糍粑糕、烤甘蔗、土鸡、
烧鹅等多种美食。”符丁练说，建设
美丽乡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
饭”，村里有不少像她一样的年轻人
选择回到家乡就业。

三亚今年将继续下大力气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启动 31 个自
然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通过骑行驿
道串联美丽乡村，进一步丰富骑行
游产品，让游客享受更优质的旅游
体验，让农民吃上、吃好“旅游饭”，
增收获益。

（本报三亚2月6日电）

乡村骑行游成为游客在三亚过冬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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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轶奇）“琼中黎
母山镇中坤农场监测到林地图斑面积17.3公顷，
核实是涉及葫芦岛水电站用地建设，相关林木采
伐手续未办理。”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业
局在核实该信息后，将该行政案件移交至琼中森
林公安局立案查处。这是我省去年8月份林业卫星
监控系统上线试运行以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检测
发现疑似违法图斑，并立案调查的案件之一。

今年1月份，我省林业卫星监控系统正式
运行。

“系统监控发现疑似图斑后，可以通过卫星定
位导航精准到疑似图斑区域的经纬度，再把核查
任务派发到各市县的林业部门，护林员可通过导
航快速准确找到问题林地，核实变化情况。”省生
态公益林管理中心主任李大江介绍说。通过卫星
监控技术手段，严守公益林资源生态红线安全，避
免出现红线区域被蚕食或林地使用行为不规范，
也有利于今后多部门联合执法保护。

省林业厅要求，对卫星监控发现疑似图斑，各
市县都要及时进行核查，发现违规违法行为一律不
得庇护，立即查处整改。省级林业部门也会定期组
织人员复查各市县的林业核查情况。今年，我省还
将逐步扩大卫星监控森林资源范围以及卫星监控
应用范围，全面提升我省林业资源管理水平。

临高出台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措施

“及时雨”润泽贫困户心田
本报临城2月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莹莹）春节将近，临高县文澜江两岸春意盎然：
菜地里，一畦畦的辣椒、青菜、豌豆等各类蔬菜在
细雨的滋润下鲜嫩翠绿；果园基地里，一株株红心
蜜柚、莲雾等各种果苗郁郁葱葱；田间地头，忙碌
的农户们脸上是丰收的笑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农业是临高基础产业，也是实现脱贫摘帽的
支柱产业。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避免贫困户

“等、靠、要”“脱贫又返贫”等现象的发生，临高县
委、县政府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种植补贴新政，
全面推进产业扶贫工作，采取“先种后补、先养后
补”的办法，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一场
脱贫攻坚路上的“及时雨”，浇灌出了临高农业发展
的良好态势，滋润了临高贫困户的心田。

“一个月养2批蚕，一次养5张至7张不等，一
张蚕苗可以赚约1500元，蚕茧一般可以卖出每斤
16元的价格，效益是种植水稻的近3倍。”近期，
临高县皇桐镇和正村贫困户王帮庆夫妻在政府的
帮助下开始养蚕。政府提供的种桑养蚕优惠政
策，让夫妻俩吃了颗“定心丸”。

除了种桑养蚕的优惠政策外，临高还出台了
其他强农惠农富农措施，持续加大政策、资金等
投入，增强农户生产积极性。其中，橡胶苗木每
株补贴7元，新种水果种植规模达10亩以上的
每亩补贴800元。此外，临高实施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扶贫项目，以行政村或农场等为单位
进行参保，保单合计78张，总承保面积约7500
亩，共计2099.21吨，覆盖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胶
农总数2045户。

农业发展有奔头，农户乐守田园间。临高通
过实施一系列资金扶持，大大激发了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的积极性，逐步提高脱贫致富能力，既强
了农业，又富了百姓。

我省林业卫星监控系统对中部生态核心区

的白沙、昌江、琼中、五指山四个市县

的公益林资源开展卫星监控。
卫星监控系统利用遥感数据技术，定期通

过卫星遥感影像图片对比，精准判断一定时期
内存在问题的变化区域。

我省卫星监控系统正式上线

以“天眼”保护森林资源

亮号经营，设置远程调解

昌江创建
文明诚信经营一条街

本报石碌2月6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拿起手机扫一扫带有行业简写字母和
英文全称的二维码号牌，店铺的经营状况、营业执
照、法人信息乃至社会保险登记、税务登记等基本
情况均能一目了然。今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碌镇兴业广场购物街上，前来购物的居民都
发现了“二维码号牌”这一小小的变化。

变化虽小，却颇具“国际范”。据记者了解，这
是昌江县工商局在此建立的文明诚信经营示范
街，小小的英文号牌其实是为开展市场主体电子
执照“亮号经营”工作而特别引入的欧盟统一标
准。通过选取酒店、餐饮、银行、超市等服务行业
与国际接轨，在满足消费者各项日常需求的同时，
也用国际化的高标准来要求经营者。

而“亮号经营”，只是昌江此次开展文明诚信经
营示范的一部分。“在‘亮号经营’基础上，我们还与
示范街区域内的48家店铺签订了诚信经营承诺书
和诚信公约，并专门制作匾额悬挂，督促行业自
律。”昌江工商局局长文豪说，昌江工商部门还同步
铺开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通过相关评比和讨论，
在发挥诚信经营示范店引领作用的同时，也动员全
社会参与到诚信经营的氛围营造中，并将其作为昌
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昌江县工商局
还创新设置了“12315”远程视频调解系统，工商
执法人员借助该平台可面对面为消费者调解消费
投诉，让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一键调解”服务，最大
限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