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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更多了，环境更好了，城市更美了！”4月2日傍晚，来自甘肃的游客马奎与家人下榻三亚湾一家酒店，从阳台一眼望去，海岸带一片郁
郁葱葱，椰林、碧海、银沙让马奎连连称美。

2017年以来，三亚启动实施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十大行动方案和三亚市幸福民生十大行动计划（合称“双十行动”），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补齐民生短板，提升了市民和游客的幸福感、获得感。

长期以来，旅游业是鹿城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力量。如何发挥好旅游
业的“龙头”带动作用？通过深入查摆
影响三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三亚研究制定了《三亚市建设世界级
滨海旅游城市行动方案》（简称“十大
行动”），从提升国际化水平行动、旅游
产业提升行动、千亿级产业园区建设
行动、乡村振兴行动、智慧城市建设行
动、幸福民生行动、人才“海绵城市”建
设行动、强区扩权行动、强基固本行动
等十方面内容出发，推动城市全方位
升级。

“目前，每周进出三亚空港的国际
航班约100架次，往返于全世界20多
个城市，这一数字仍在上升。”三亚市

海防口岸局局长左正和透露，“十大行
动”开展以来，三亚持续加密国际航线
航班，提高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
保障能力，推动航空空域精细化管理、
凤凰国际机场航班容量扩容和第五航
权开放政策落实，提升三亚的国际通
达性与航空保障能力。

同时，三亚坚持开展“走出去、引
进来”活动，创新城市品牌形象宣传
和旅游精准促销。“我们通过设立境
外旅游营销办事处，力图做到‘航线
开通运营到哪里，旅游市场开发推介
就延伸到哪里’。”三亚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任樊木说。

积极“走出去”为三亚旅游业发
展带来更多机遇。今年2月底，三亚

市旅游委发布的《三亚国际化旅游发
展监测体系2017～2018年第三次季
度监测报告》显示，在旅游吸引力方
面，在国际会展、赛事、节庆活动举办
数量上，过去的3个多月中，三亚多
项指标在十二大国际旅游目的地中
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亚特兰蒂斯、海昌梦幻
不夜城等一批“旅游+”示范基地及大
型主题乐园落户三亚，推动免税购物、
邮轮、游艇、会展、婚庆、低空飞行、健
康养生等旅游业态进一步发展。

三亚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明确
提出以大旅游为支柱、以新兴科技产
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支撑的“一
支柱两支撑”产业发展思路。“十大行

动”中提到的千亿级产业园区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亦与旅游产业
实现巧妙融合、联动发展。

三亚还明确提出要推动“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建设，开通三亚至陵水黎
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
黎族自治县的公交线路，整合资源，开
发旅游产品和旅游精品线路，强化营
销、监管等方面合作。

“十大行动”紧锣密鼓地实施，勾
勒出一幅三亚远景图，海坡、南边海
环河口、阳光海岸等棚改片区成为经
济新驱动，33处受损山体得到修复，
491个自然村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整
治，5个公园相继建成……未来的三
亚令人期待。

“十大行动”推动旅游产业升级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智慧城市，实施一批惠民工程

“双十行动”建设幸福鹿城
■ 本报记者 袁宇

4月初，临近三亚河的鹿回头滨
河公园人来人往，花草知春，芳菲尽
展，河道与花田相互映衬，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鹿回头滨河公园于今年1月底
开放，总占地面积近 15.6 万平方
米。”三亚市住建局市政维护应急中
心副主任吉嘉骥透露，鹿回头滨河
公园是集市民广场、公园、游艇码头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景观公园，是
三亚市幸福民生行动计划的代表性
项目之一。

2017年 9月，围绕提升市民福
祉，三亚研究制定了《三亚市幸福民
生行动计划（2017-2021年）》（简称

“十大工程”），明确了实施教育提升
工程、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工程、住房
保障工 程、“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居民增收工程、社会保障工程、
文化体育公共服务提升工程、生态
环境保护工程、农村提升工程、城市
治理管理工程等十大工程，共40项
任务。

东岸湿地公园面积1003亩，目
前是三亚市区面积最大的淡水湿地
公园。“曾经这里是一片臭水潭，环境
脏乱差，我都想卖掉房子搬出去。”家
住丹州小区的市民张海燕说，东岸湿
地公园建成后，曾经的臭水潭变成了
水清岸绿、鹭鸟翩飞的公园。她住在

附近感到非常惬意。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表示，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双十行
动”的具体举措，也是三亚市委、市政
府对全市人民的承诺，对于提升城市
形象、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有着重要意义。2017年，三亚启动
了鹿回头滨河公园、抱坡溪湿地公
园、月川滨河公园、荔枝沟社区公园、
三亚河临春河滨河生态绿道等19个
公园及绿道的建设。

此外，三亚还开展全市内河（湖）
污染专项整治，对全市11条河流进
行了治理，强化黑臭水体和城镇生活
污水治理，改善城乡居住环境。

在教育、医疗等老百姓最关心、
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上，三亚拿出真金
白银，大力度、大手笔推进建设发展，
在中心城区按每3万-5万人口规模
建设一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标准，
完善社区医疗健康服务配套，新建公
办幼儿园35所，新建、改扩建小学13
所，新建、改扩建中学10所。

三亚将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写
入“双十行动”，以国际水准规划设
计，选址建设文化中心、体育中心，
规划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体育
场、游泳馆等文体设施，满足人民
群众对文化体育设施日益增长的
需求。

“十大工程”提升民众幸福感

“双十行动”启动问责机制锻造干部铁军

“双十行动”是三亚今后五年工
作的重要抓手。为了推动相关任务
落实，三亚将“双十行动”分解细化成
393项督办事项，责任具体到人。

三亚市委相关负责人透露，2018
年，三亚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1
个，年度计划投资约954.9亿元。其
中十大产业项目194个，年度计划投
资557.5亿元。无论是推进“双十行
动”，还是实施项目建设，主要是解决
两个问题，一个是建设世界级滨海旅
游城市，解决好“高质量发展”的问

题，另一个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解
决好“发展为了谁”的问题。

为配合推进“双十行动”，三亚不
仅对“双十行动”启动了考核问责机
制，还成立了“双十行动”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双十办”），由

“双十办”联合市重点项目推进办公
室，每季度对各责任单位完成“双十
行动”任务及市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
行综合考核。

根据方案，推进工作不力排名后
三位的职能部门和最后一名的区（含

育才生态区）主要负责人，以及连续
两次被电视问政的责任单位所对应
的责任市领导，要在电视上作公开检
讨。同时，三亚有关部门对推诿扯
皮、久督不办者，启动问责程序，对排
名后五位的企业进行通报曝光甚至
约谈。

此外，三亚还以建立台账的方式
加强“双十行动”项目督查督办，建立
倒逼机制，向责任单位发出整改督办
通知，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按
进度节点开展跟踪复查。三亚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协围绕“双十行动”，
根据实际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
查。

严朝君表示，全市上下要践言践
诺，提高政治站位，高位强力推动，强
化责任担当，严肃考核问责，全力落
实好“双十行动”及项目建设工作要
求，以优异成绩迎接我国改革开放40
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
年，以长效合力助推三亚建设世界级
滨海旅游城市。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特写

建设“互联网+交通”
服务体系

三亚智慧交通
现“妙招”
■ 本报记者 袁宇

近日，三亚街头树立的智能
公交电子站牌在微信朋友圈曝
光率很高。

“通过摇一摇可以知道公交
车还有多久进站，就不用在太阳
下傻等了。”4月 2日上午 9时
许，三亚凤凰路海韵假日酒店西
侧的公交站被太阳晒了个正着，
得知公交车离这还远，市民岳胜
便走到站台后面阴凉处安心等
待。

显示公交车进站时间，是这
种智能公交电子站牌的“本领”
之一。除了这个功能，它还能动
态发布三亚公交线路信息、路况
信息、天气信息、其他政府公告
通知等，并可提供“公交一卡通”
圈存服务。此外，这种公交电子
站牌还可感知50米范围内进出
站的公交车辆，将公交车实时信
息细分为：车辆未发班、车辆距
离几站、车辆即将进站、车辆进
站4种状态。

今年2月中旬以来，三亚陆
续在解放路、凤凰路、迎宾路等
主要路段安装智能公交电子站
牌，同时启用了覆盖市内216个
站台以及345辆公交车的数字
标签，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的
公交实时信息服务。

2017 年，三亚入选“十三
五”第一批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
设的城市名单。目前，三亚正通
过整合先进的物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技术，建设精准、可靠、内容
丰富、用户体验好的、“人、车、
路”协同的新一代公交电子站
牌，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智能公交电子站牌是三亚
打造“互联网+交通”的缩影之
一。结合“双十行动”方案，三亚
多措并举，引入网约车应急保障
车队、电子公交站牌、微公交等
物联网概念，通过多种公共交通
出行方式互补，提升三亚的交通
环境及服务水平。

三亚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该
局招募了158辆应急保障车，同
时发布了电话、手机APP和微
信3种召车服务方式，为乘客提
供点对点服务，并推出微信、支
付宝等快捷无现金支付方式，累
计输送乘客8556人，增强了游
客高峰期的运力保障能力。

下一步，三亚将借力“互联
网+”，继续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除保留现有“交通一卡通”外，还
将在公交出行、停车交费等方面
启动新的解决方案，方便市民游
客出行。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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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行动

旅游产业提升行动

千亿级产业园区建设行动

“双修”升级版行动

乡村振兴行动

智慧城市建设行动

幸福民生行动

人才“海绵城市”建设行动

强区扩权行动

强基固本行动

三亚市幸福
民 生 行 动 计 划
（2017—2021年）

十大工程
教育提升工程

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工程

住房保障工程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居民增收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

文化体育公共服务提升工程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农村提升工程

城市治理管理工程

十大行动

三亚市建设
世界级滨海旅游
城市行动方案

三亚将凤凰路、迎宾路、榆亚路升级改造列入“双修”工作内容，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提升城市景观。图为升级改造后的凤凰路，总宽度由28米扩宽
至55米，道路两旁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