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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风尚让鹿城风景更好
三亚创建文明城市，以文明软实力助推经济增长

山路弯弯，草木葳蕤。9月28日，三亚
市崖州区南山村的生态公益林基地，又有多
名管护人员来巡山。全市73万余亩生态公
益林基地，每天都有专人负责管护，生态公
益林等林业资源得到有效管护，使三亚森林
覆盖率达到69%，环境优势巩固提升。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不断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有机结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表示，深化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是三亚在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
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要“外修环境”“内修
人文”，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道
德同步提升。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亚着力推
进“大绿化”。全市对重要交通沿线景观带
的17个废弃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已建成公
园绿地 435.09 万平方米，在建公园绿地
169.38万平方米；收回私占公园绿地11处，

建成并免费开放公园绿地37个，初步形成
“一河九园”城市中心公园带，“绿色项链”串
联起了两河四岸的城市美景。

还绿于民，造福于民。为让百姓收获到
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三亚持续多年开展环
境综合治理。仅2017年，三亚就已拆除违
法建筑211.3万平方米；实施3宗河道整治
工程、2宗水系连通工程，新建或扩建4座污
水处理厂，新增13座移动式污水处理站；消
除8条水体黑臭现象，18个监测断面水质达

标率整体提升。
景美城美。漫步在鹿城，老城区道路沿

线启动立面改造，增加城区魅力；户外建筑
广告标识得到规范，还绿色城市美丽的“天
际线”；道路景观美化、绿化、彩化，街头公园
成为市民游客驻足的新景点；夜晚，璀璨的
灯光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夜景图。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三亚主城区道路两
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礼仪，做
文明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当文明有

礼三亚人”等公益广告随处可见，这些传递
着热爱祖国、勤俭节约、敬老爱幼、互助友爱
的正能量，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人心握
紧。十字路口、车站机场、街头巷尾……各
个年龄段的志愿者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倡
导文明新风尚，维护着一座城的良性运转。

城美人美。渔民梁彩雄坚持26年义务
为驻岛官兵运送给养；大茅村村民李鸿民7
年以一己之力照顾4位患病亲人；产妇街头
生子，好心人援手搭“产房”……居民素质的

不断提升，温暖着一座城，也彰显了一座城
的精气神。

文明与道德素养、独具地方特色的人文
精神，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品质，是一座城市
最独特的魅力和最深厚的底蕴。为持续提
升城市文明水平，三亚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三亚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系列评选，
共评选表彰文明单位101个、文明校园31
个、文明村14个、文明家庭114个，以凡人善
举树起道德旗帜，身边好人引领城市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道德同步提升
全面
创建

一只只精灵般的白鹭，沿
着三亚河自由飞翔。

“好漂亮的白鹭啊！”9月
28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刘韫芸
一边招呼着一起来度假的家
人，一边按下相机快门。

像这样白鹭亲水的美丽生
态，已成为三亚的一种常态。

作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三亚坚持打造“双
修升级版”，全面提升环境品质
的同时，从“创卫”到“创文巩
卫”，三亚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2017年，三亚高分通过复审，
蝉联“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同
年，三亚制定出台《三亚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方案》，
全方位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2017年以来，三亚市委、
市政府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以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动力，坚
持全面创建、全力创建、全民创
建、全域创建，全市领导干部以
上率下，部门整体联动，群众广
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亮
点频现。

■全力推进35个破损山体修复，修复面积约

41万平方米

■11条河流水污染治理，491个自然村污

水综合整治，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

■收回私占公园绿地11处，建成并免费开放公

园绿地37个，初步形成“一河九园”城市中心公园带

■开展道德模范、“三亚好人”、“新时代好少年”

等系列评选，共评选表彰文明单位101个、文明校园

31个、文明村14个、文明家庭114个

■建立健全“片长+网格长+12345政府服务热

线”网格化管理机制，全市划分为16个大片区、67
个小片区、408个网格

■ 12345 热线平台平均每天受理投诉办件

1000件左右，总体办结率95%以上

■92个行政村红白理事会全部挂牌，“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真心拥护

■491个自然村成立了农村志愿服务队、文

明劝导队，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我提升

“海南美丽三亚城，交警执法特认真，帮
扶老幼过马路，甘做弱者知心人。”这首打油
诗出自两位八旬“候鸟”老人之口。她们经
常经过三亚市第五中学附近的十字路口，路
口车流量大，过马路很不方便。现在情况有
了变化，每次她们出现，三亚的城市路管员
都会扶她们过马路。

这样的暖心故事并非孤例。三亚的常

住人口有 59.1 万人，全年流动人口多达
2000万人次。文明城市需要有效的城市治
理，这事关市民和游客的安全感、幸福感。
特殊的市情，决定了三亚的城市管理要走出
一条创新之路。从形成长效机制入手，三亚
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市四套班子合力
抓、全市上下齐心抓的新局面。

在网格化管理机制上，三亚建立健全“片
长+网格长+12345政府服务热线”模式，将
全市划分为16个大片区、67个小片区、408
个网格。从市级领导、区级领导、单位领导到
社区干部、网格员，下沉到各自的责任网格，
城市卫生要管，环境污染要管，家长里短的纠
纷要管，不文明行为也要管。市、区两级
12345指挥中心通过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

用最短时间做最高效的工作，市12345热线
平台平均每天受理投诉办件约 1000 件，
2018年上半年总体办结率99.98%。

在督查机制上，三亚建立了日督查、周
通报、月考核、季问责的常态化督查机制，今
年以来，专项督查共发现各类问题4696项，
发出督查通报 580 余篇，完成整改率为
98.4%。每季度邀请第三方对全市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模拟测评，成绩排名末位
的责任领导在电视问政节目上被公开问责，
以测促改，压实责任。

在道路交通管理上，三亚推行“路长制”，
设立一至三级路长以及路管员，动员组织全
民全警参与，实行“定人、定时、定点、定责、定
奖、定罚”六定立体化工作机制，确保124条
道路有警力在路上执勤，有人现场解决问题。

处处可见暖心服务、网格治理等都是城
市精细化管理不断推进的体现。如今的三
亚，政府机构在努力塑造“服务者”形象，全
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一个个城市管理难题被
攻破，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群众生
活品质和游客旅游体验等有了很大的提升，
文明之城、宜居之城、宜游之城，成为三亚最
耀眼的城市新名片。

激发积极性，迈出“文明新步伐”全力
创建

小市场大民生。如今的三亚乐天城农
贸市场，已升级改造实现华丽蝶变。

细物之处体现惠民真情。三亚乐天城
农贸市场总服务台配置了便民医药箱、针线
包、老花镜等便民小工具。该市场设置的便
民服务一条街，将周边流动商贩疏导到便民
街内，免费提供经营铺面，为周边片区居民
提供修鞋、补衣、理发、配钥匙、修钟表等日
常便民服务，改善市场外部环境，解决道路

堵塞问题，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的生活需
求，做到化“堵”为“疏”民生为先，让城市管
理更加文明和谐规范。

除了从硬件上对农贸市场改造升级，三
亚乐天城农贸市场积极弘扬市场文明新风，
开展“星级文明诚信经营户”评选，按照摊位
规模总数2-5%的比例进行评比，授予年度

“星级文明诚信经营户”称号，并减免第二年
5%的租金，激发经营户文明守法、诚信经

营。
据了解，三亚自2017年启动全市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仅用半年时间就在全省率先
提前完成3年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任务。目
前，三亚已对全市31家农贸市场进行了全
面升级改造，在全省率先提前完成农贸市场
全面升级改造任务，从“脏乱差”到“白净
美”，农贸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在改造农贸市场同时，三亚还大力改造

“三无小区”。
天涯区教师村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

由于住户流动性大，逐渐成为人员身份混杂
的“三无小区”。三亚像天涯区教师村这样
的“三无小区”有197个。三亚市对它们进
行全面改造，供水、消防、电力、绿化、文体设
施等都得以改造提升。如今，走进这些小
区，洁净有序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市区公共设施改造也在加快推进。三

亚市民游客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抓好社
会关注的文明旅游短板问题，三亚掀起一场

“旅游厕所革命”。2015年，三亚荣获“厕所
革命创新城市”称号。2017年，央视《新闻
联播》头条新闻《一件让习总书记挂心的“小
事”》中，点赞三亚旅游厕所方便又舒适。
2018年，三亚颁布实施《三亚旅游厕所管理
办法》，不断提升旅游厕所管理水平。截至
目前，三亚已完成新建、改建旅游厕所317

座，累计投资1.79亿元；建设完成“第三卫生
间”28座，分布在三亚10家旅游景区。来自
青海省的游客周江明说：“三亚的旅游设施
越来越完善了，我以后要多到三亚旅游！”

谈及全民创建，三亚市长阿东表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三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快实施幸福民生行动计划，落实为
民办实事事项，努力补齐民生短板，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全民
创建

今年5月28日凌晨，三亚市吉阳区罗蓬
村村民王月清的母亲病逝。如果遵从村里
的习俗，从做道场到出殡需要10多天，期间
要买两头肥猪和其他生活用品款待亲友，还
要宰杀一头牛用于祭祀。

不过，由于罗蓬村红白理事会的引
导，王家兄弟姐妹决定简办丧事。王家亲

友和周边村民来悼念后，当天下午，王月
清的母亲入土为安。“还是俭省些好，利己
利人！”王月清说。村民蓝丛武说：“丧事
简办了，有利于村民们形成厚养薄葬的新
风尚！”在罗蓬村不仅丧事简办，喜事也是
如此。

如今，红白喜事简办成为三亚市许多村

庄群众的共识。今年上半年，三亚完成了92
个行政村红白理事会全部挂牌运行，实行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推进移风易俗。
三亚文明城市创建，不但在城市大力推

进，而且向农村不断拓展，形成城乡一体、共
创共建的全域文明新格局。近年来，三亚广
泛开展“星级文明户”“文明卫生户”“美丽庭

院”“好媳妇”“好婆婆”等典型评选，在树立
文明乡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同
时，全市491个自然村成立了农村志愿服务
队、文明劝导队，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服
务、自我提升。每月到了约定的清洁日，全
村老少齐上阵，清洁乡村、扮美家园。

争当先进的新风尚正在三亚城乡兴

起。今年“七一”前夕，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
脱贫村民王明荣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我要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在脱贫致富的前头，
带动其他贫困户脱贫，做更多实事。”

精神聚力量、文明增魅力。城市文明水
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动力不断激发。今年

上半年，三亚全市生产总值304.09亿元，同
比增长7%；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以来吸
引45家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板块总部意
向落户，11家总部企业已落地，三亚的吸引
力不断增强。如今，一个“城区靓、乡村美”
的文明鹿城正奋力前行！

（本版策划/肖皇 撰文/李平）

形成城乡一体、共创共建新格局全域
创建

三亚文明城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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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南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呼吁广大游客“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武昊 摄

三亚市凤凰路，机动车停在“礼让行人”标识前等候行人通过斑马线。
武昊 摄

三亚志愿者开展呵护三亚湾行动。 武昊 摄

三亚市崖州区南山村村民的美丽庭院。 武昊 摄

三亚市工商局组织爱心企业向崖州区赤草村捐赠电瓶清洁车，促进赤草
村乡风文明。 武昊 摄

俯瞰三亚丰兴隆生态公园。 阮琛 摄

截至目前

■今年，安排13.38亿元，主要用于完善文

化体育基础设施，巩固提升30余个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老旧居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