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甸溪北岸东起世纪大
桥、西至横沟河；海甸溪南岸
东起横沟河、西至人民桥节点
公园西侧，两岸全长约 7公里

分布在龙华区海口湾
区域

一
期

二
期

主要建设内容

海口湾两岸慢行通道贯通 两岸防洪堤整治
两岸道路交通整治 两岸景观环境改造
两岸生态环境整治 两岸配套设施建设及城市界面整治

美兰区示范段

海甸溪北岸，恒
大美丽沙天寰
湾-世纪大桥，
约2.154公里

龙华区示范段

海甸溪南岸，龙珠湾-世
纪公园-钟楼公园；约
4.49公里，规划沿水域岸
线总长度约6.644公里

三
期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6月15日从海口
湾畅通工程代理单位海口旅游文化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备受关注
的海口湾畅通工程日前开工建设。项
目岸线全长约19.6公里，将在海口湾
至海甸溪南北两岸，建设滨海滨江漫
步道、跑步道、骑行道三线全线贯通
工程，提升景观环境，增设服务设施，
全面提升滨水城市品质。该项目计划
今年10月 1日前完成示范段的“三
道”贯通，12月31日完成示范段景观
建设。

背景
还海还岸还景于民

打造优质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今年的海口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还海还岸还景于民，举全市之
力实施海口湾畅通工程。

海口湾畅通工程项目经理符致峰
介绍，海口湾及海甸溪两岸地区，属于

海口市滨水区的核心区域，拥有与经
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宝贵的
滨水岸线资源。目前，这一滨水区域
受到房地产、违章建筑、公务码头占据
等影响，公众市民无法亲水近水，影响
了城市环境品质。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
作人员分析，海口湾片区拥有多样的
滨水类型、丰富的地形变化、良好的
生态环境，同时还有宜人的气候条件
和闲适的生活气息，特色优势明显。
但同时，也存在生态系统不完整、滨
江可达性差、断点堵点多、部分水岸
空间狭窄，以及滨水功能集聚度不
足、历史建筑活化不够、滨水人群活力
不足等问题。

问卷调查也显示，海口滨水区人
们的停留时间以1-2小时为主，停留
时间较短，这反映了滨水区开放空间
数量不够、品质不高、吸引力不足。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海口实施
海口湾畅通工程，旨在实现还海还岸
还景于民，带动腹地发展。打造优质

滨水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多样化公共
服务设施，以彰显海口文化魅力和历
史底蕴，提升城市规划与建设品质。

建设
分3期实施

示范段国庆节前“三道”贯通”

符致峰介绍，项目建设步骤分为
先行示范段、二期工作和三期建设。
在建设步骤上，采取示范段先行，分期
实施的方式。

一期启动美兰区及龙华区示范
段，其中美兰区示范段（海甸溪北岸，
恒大美丽沙天寰湾-世纪大桥）约
2.154公里，龙华区示范段（海甸溪南
岸，龙珠湾-世纪公园-钟楼公园）约
4.49公里，规划沿水域岸线总长度约
6.644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海口
湾两岸慢行通道贯通、两岸防洪堤整
治、两岸道路交通整治、两岸景观环境
改造、两岸生态环境整治、两岸配套设
施建设及城市界面整治。

二期工作（海甸溪北岸东起世纪
大桥、西至横沟河；海甸溪南岸东起横
沟河、西至人民桥节点公园西侧，两岸
全长约7公里）、三期建设（分布在龙
华区海口湾区域）内容与一期类似。

“项目计划10月1日前完成示范
段的‘三道’贯通，12月31日完成示
范段景观建设。”符致峰说，海口湾、海
甸溪南北全线贯通后，海口市民及游
客将可从海口湾畅通无阻骑行至新埠
岛，欣赏沿岸景观。

品质
建设示范工程

将海口湾打造成最美城市客厅

海口湾位于海口核心区。海口
按照高品质战略定位，对标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标准，借鉴新加坡
滨水区、武汉东湖旅道、上海黄浦江
两岸贯通工程先进经验，打造全省
示范工程。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吸引
市民游客的最美城市客厅，承载市民

服务功能、彰显城市活力的国际化卓
越港湾。

这也是一项生态工程。海口湾、
海甸溪南北全线贯通后，将形成完整、
连贯的生态廊道。工程将注重突出生
态景观，严格保护生态资源。在满足
防洪排涝安全要求的基础上，扩大生
态驳岸与滨水湿地的范围，把滨水区
植被与堤内植被连成一体，构成一个
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海口湾畅通工程还被赋予了其他
功能：串联沿线文化节点，全面提升海
口湾旅游品质，促进旅游业发展。

钟楼、骑楼老街、北帝庙、仁心
寺、镇琼炮台……在海口湾至海甸溪
南北两岸，散落着多处海口的文化地
标、传统建筑等。在工程推进过程
中，海口将依托海甸溪两岸的多处文
化体验节点，在挖掘历史价值的同
时，融入特色商业、休闲娱乐、文化观
光等多种功能，增加体验感与场所
感，让其成为海口滨江空间中的一抹
文化亮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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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还海还岸还景于民
开建海口湾畅通工程，打造“最美城市客厅”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记者徐
慧玲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白瑛奇
李红）12公里的路程仅用时10多分
钟，近日，三亚公安路管员上演“生死
时速”，快速护送一昏迷男孩前往医
院急救，获其家属称赞。

6月14日17时45分，三亚市公
安局吉阳分局吉阳派出所路管员林
资轩，正在吉阳区政府岗紧张地疏导

下班高峰期车辆通行。此时，一辆小
轿车停在林资轩旁，驾驶员王先生焦
急的对林资轩说：“我家小孩脑部受
伤昏迷不醒，急需送往医院救治，需
要警察同志给予帮助。”

看到车内已经昏迷不醒的男孩
情况危急，林资轩与另一名交警路管
员许登运驾驶警用摩托车开辟绿色
通道，带路护送。吉阳派出所教导员

苏红秀则乘坐王先生的车，也一齐护
送孩童前往医院急救。

在送医途中，苏红秀通过对讲
机，将情况及时上报，同时又要求各
岗点路管员积极引导，绿灯放行，并
主动联系解放军425医院急救中心
作好抢救准备。在路管员们的安全
护送下，原本费时20多分钟、12公里
长的路程仅用了10多分钟。到达医

院后，苏红秀等人协助医护人员把昏
迷男孩推进急救室进行救治。

当日23时11分，昏迷男孩被抢
救成功，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苏红
秀等人准备离开医院时，王先生与爱
人对苏红秀、林资轩、许登运不停地
表示感谢：“我家孩子的生命是警察
给的，谢谢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三亚
警察，谢谢！”

三亚路管员紧急护送昏迷男童

“生死时速”打通救命路

文物鉴定专家为我省
民间收藏者免费“鉴宝”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6月16日上午，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
管理处在省博物馆举办文物鉴赏咨询公益活动，
邀请省内外文物鉴定专家为海南民间收藏者免费

“鉴宝”。活动当天，共有188件民间文物参与鉴
定，其中玉器15件，杂项7件，瓷器36件，钱币
130件。

得知这一“鉴宝”活动，来自澄迈的刘元璋带
着两件宝贝一大早就赶到省博物馆。“我们想请专
家帮我们鉴别一下自家的瓷器是否为真品，是哪
个年代的，在哪个窑烧制的，价值如何等。”刘元璋
说，专家们的讲解十分详细，通过这次活动，他不
仅了解了自家藏品的更多信息，还学会了一些文
物鉴定与保护的小知识。

“参与鉴定的民间文物中，有一件文物让人印
象深刻。那是一件清朝中后期在景德镇烧制的豆
青釉瓷盘，保存完好，是真品。”国家文物进出境审
核海南管理处国家责任鉴定员陈建辉介绍说，海
南民间的文物收藏多集中在陶瓷、玉器、书画等，
收藏渠道较为复杂，她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要理
性收藏，收藏前一定要做足功课，掌握一定的收藏
知识，到博物馆参观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法。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给广大市民
普及鉴赏及文物保护知识，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
海南管理处还特别展出了40件陶瓷器标本和30
件玉器标本，并进行现场讲解。

“爱心万里行”走进省农行
为残疾人募集善款近22万元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马
敏）6月14日上午，省残疾人基金会在省农行办
公大楼举行“爱心万里行”走进中国农业银行海南
省分行助残募捐活动，省农行员工共捐赠善款近
22万元。

活动现场，省农行相关负责人代表省农行员
工向省残疾人基金会捐赠善款，省残疾人基金会
接收捐赠并颁发捐赠证书。

省农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关爱残疾人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省农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省农行将致力于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多
渠道精准帮扶贫困残疾人，让每一位贫困残疾人
都能够受益。

据介绍，海南省有50万名残疾人，普遍因为
自身的身体情况无法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省残疾
人基金会为帮扶残疾人创业就业、树立残疾人的
自信心，整合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创业带动就业孵
化平台。当前，已帮扶孵化的残疾人创业项目有
洗衣馆、养生馆、服装厂、电子商务、椰壳手工艺
等，让众多贫困残疾人在创业就业中实现了人生
价值。

本报临城6月16日电（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王海洪）“今年以来的几场大
雨，都没有见到文明中路积水。”6月13
日，一位临高县城居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随着临高县临城镇旧城区改造
工程的顺利推进，困扰临城镇居民的
积水“老大难”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据了解，临高县临城镇文明中
路，全长1.57公里，穿过旧城区，沿街
商铺和私人住宅林立，是县城一条主
道和商业区，多年以来，这条路一下

雨就积水严重，特别是在“党校小区”
路段，积水深达50厘米以上。只要
天下大雨，这里就道路受阻不能行
车，沿街居民和商家叫苦不迭。

2018年9月，临高同时启动临城
镇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期和二期项目
建设，同时对文明中路和环绕大半个
旧城区的二环路进行全方位改造，涉
及立面改造、道路、交通、排水、电力
电信、绿化和燃气改造等，其中一期
（文明中路）改造工程概算总投资约

1.3亿元，二期（二环路）改造工程概
算总投资近1.7亿元。

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庄让景
介绍，临高县城的积水路段主要就是文
明路，为彻底解决县城内的积水“老大
难”问题，文明中路改造时将雨水方
沟加宽加大，达到宽3米、高1.6米（部
分路段1.2米），基本解决县城内积水
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在文明
中路现场看到，混凝土路面已完成，

只等摊铺沥青路面，人行道正在施
工，道路两旁建筑的立面改造也同时
进行。

临城镇二环路，长4.2公里，环绕
着旧城区，与文明中路内外呼应。据
庄让景介绍，旧城区改造工程将会从
内外拉升县城形象。目前二环路改
造工程已完成项目任务量的70%至
80%，国庆前将全面竣工。这个旧城
区改造工程完成后将会整体拉升县
城形象，“县城将焕然一新。”

临高开展旧城改造

化解积水顽疾 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小区居住环境好
了，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这是现代都市人的普遍感受。6月15
日，海口秀英区万达骏豪仕家小区举
行第二届“比邻节”，通过开展欢乐比
邻跑、公布《比邻公约》、“最美家庭”评
选等系列活动，让小区居民重拾浓浓
邻里情。

“垃圾不落地，洁净家园新；园林
多娇媚，请勿折花枝……”当天，万达
骏豪仕家小区《比邻公约》正式公布。
据介绍，《比邻公约》是根据小区常见
的不文明行为，在征集小区业主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涉及邻里和谐、文明生
活、孩童教育、车辆管理、安全自治等
内容，为7000多名小区业主提供有章
可循的公德守则。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欢乐比邻跑、
拔河等有趣的运动项目，吸引了不少
业主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大家来自五
湖四海，平时很少见面。现在有机会
聚在一起，很开心。”小区业主李丽文
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参加活动，玩得
不亦乐乎。

“去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比邻
节’，反响很不错。所以今年继续举行
第二届，并增加了‘最美家庭’评选等
新的活动内容。”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万达骏豪仕家项目经理张海
峰说，“比邻节”活动计划持续半个
月。今后，“比邻节”将继续开展下去，
成为万达骏豪仕家小区的传统，推动

“和谐社区”建设。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康复成效如何？

我省完成对
万名戒毒人员回访调查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
金）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省禁毒办了解到，
用时25天，海南2019年回访调查1万名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工作圆满结束。

据了解，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禁毒办联
合成立回访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以各市县（区）划
分区域分组的形式，对我省开展“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
期间，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各戒毒所解除强制
隔离戒毒的1万余名人员进行回访调查。

回访调查主要采取“四见面、一问卷、一尿检”
的方式进行。通过面访、电话访解戒人员及其家
属，填写《2019年回访调查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问卷》，深入各市县各乡镇（街道）禁毒办、派出
所和社区戒毒（康复）机构，查阅工作台账及社区
康复人员毒品检测记录，全面了解戒毒（康复）人
员出所后衔接社区康复、保持戒毒操守、就业、家
庭以及社会保障等情况。

各调查小组用时25天，共派出警力615人
次，赴各市县（区）开展后期回访调查。此次回访
调查工作，对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质量，
推动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有效开展，加强对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的管理，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具
有重要意义。

琼海开展
“百村百场法治宣讲”活动

本报嘉积6月1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里
艺）日前，由琼海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海南法制
时报社联合主办的琼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百村
百场法治宣讲”活动走进嘉积镇椰子寨村。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给村民们上法律知识
普及课、发放法律知识宣传册、现场解答村民提出
的问题等方式，向村民们普及了土地法、环保法、
合同法等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这个活动非常好，增强了我们的法律意
识，让大家了解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
的，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多一点。”椰子寨村村民
杜继明说。

据介绍，琼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百村百场
法治宣讲”活动将分4个组，走进大约20多个村，
旨在让更多农村群众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营造懂
法律、讲文明的社会环境。

掀起禁毒新高潮

海口一小区举办“比邻节”

让业主
重拾浓浓邻里情

新华社海口6月15日电（记者
刘邓）在海南省儋州市区人流量多
的夏日运动广场，一堵长24米、高
2.5米的“失信被执行人墙”非常醒
目，墙上定期公布“老赖”的照片、
住址、未履行的案款数额等信息。
记者从儋州市人民法院获悉，
2019年第一批上墙的失信被执行
人中，至今已有11案 15人慑于压
力主动履行还款义务370余万元，
震慑效果明显。

办案法官介绍，部分案件涉案

金额巨大，如申请执行人王某汉与
被执行人王某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法院依据生效的儋州市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向被执行人王某
生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向申请
执行人王某汉偿还借款100万元及
利息26万元，负担申请执行费1.5
万元。因王某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且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儋州法院遂将王某生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并公布在“失信被执
行人墙”上，同时对其采取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境等措施。慑于压力，被
执行人王某生主动联系法院，在执
行法官释法说理下，与申请执行人
王某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部分案件反复恢复执行，拖延
日久，如申请执行人蔡某某与被执
行人唐某某、陈某某公证债权文书
纠纷一案。依据该公证文书，被执
行人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偿还借款
本金70万元及利息并负担实现债
权的费用。法院于2016年立案执
行，双方当事人于 2016 年 5月 27

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按月分
期将该款项清偿完毕，法院裁定终
结执行。但由于被执行人未按照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申请执行人先
后于2018年、2019年两次申请恢
复执行。法院遂将唐某某、陈某某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上墙”，
被执行人唐某某、陈某某慑于压
力，主动找到申请执行人协商，积
极筹措资金加快还款进度，共支付
案款本息共计94.6万元，案件顺利
执行完毕。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 （记者
徐慧玲）“让我们心怀诚信，积极投
身诚信建设，争做诚信先锋，共筑诚
信三亚。”6月14日上午，三亚开展

“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暨征信助
力小微与民营企业融资发展主题宣
传活动，并集中公开发布了三亚市
第二批诚信“红黑名单”。

当天，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
务局发布纳税诚信“红黑名单”，三
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院
联合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亚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酒驾、

醉驾“黑名单”，旨在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打造“信用三亚”。

活动现场，三亚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金融机构
向群众宣传诚信理念，普及信用知
识，引导公众关心自己的信用记录，
关注自己的信用行为，并发放诚信
宣传资料和信用纪念品。同时，现
场还发布了“做诚信三亚人”倡议
书，倡议市民积极投身诚信建设，争
做诚信先锋，共筑诚信三亚。

儋州：失信名单“上墙”震慑效果立显

三亚举办“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活动

发动市民共建诚信三亚

定安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开展

网格化管理
不留责任空白

本报定城6月16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司玉）6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定安县政府相关部门获悉，定安县将
全县划分为19个网格，建立领导责任制
网格化包点管理工作机制，以扎实有力
措施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工作。

6月11日至12日，定安组织县城机
关及社区党员干部、职工、青年志愿者到
各自包点责任区，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树
叶等。不一会儿，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像这样的活动在定安已不是新鲜事。

定安县爱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定安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工作，以
社区为基础划分网格责任区，其中县
城建成区的13个社区被划分为仙沟片
区、塔岭片区、老城区等3个片区，整合
为10个网格，各镇被划分为9个网格，
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不留空白。

定安县还建立网格化包点管理工
作机制，由县领导、县级（驻地）机关单
位、各镇村和各社区主要负责人层层
包点，落实责任，实行全县上下、整体
联动、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管理工作
机制和模式。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形
成常态化，齐抓共管，推动全县“社会
文明大行动”工作深入扎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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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三期建设内容
与一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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