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办“高档”夜市？那大镇党
委镇政府有个基本认识，即强化文
化北路八街夜市的硬环境，与北部
新区优美环境相吻合。分管夜市的
那大镇党委副书记王进豪说：“完善
夜市的硬环境，能够提升城市形象，
还可促进经济发展。”

建“高档”夜市，首先要发展思路
对，负责夜市筹建和管理班子，一开
始提出乡村旅游与夜市融合发展，引
入6家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村和农
场资本与那恁村和先锋社区合股组
建儋州美好新旅游公司，那恁村负责

停车场建设，先锋社区负责夜市场地
规划。“投资1000多万元，8家股东合
建‘高档’夜市。引入石屋村的红色
旅游、屋基村的鹭鸶天堂、合罗农场
的采摘水果、槟榔村的土法酿酒、侨
南村的华侨文化、洛南村的客家风
俗，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儋州美好
新旅游公司董事长李全细数文化北
路八街夜市“高档”之处。

“高档”体现在文化北路八街夜
市的硬环境。2月11日复工后，负责
夜市改造的海南国亚建筑工程公司
有关负责人林明顺说，宽50米、长

380多米的泥土路平整夯实后，新铺
沥青路面，新建人行道，铺上水泥彩
砖；大街两侧新安装造型新颖的路
灯；新建2座公共厕所；新建宽18米、
深15米的大舞台，配备齐全的灯光
和音响，共投资270多万元。改造后
的文化北路八街焕然一新，真正融入
那大镇北部新区。

“高档”在于拥有儋州首座高标准
免费公共停车场。占地40亩的停车
场投资120万元建设，铺上水泥八角
砖、彩色水泥条砖，大面积种草皮，可
停放500多辆各类机动车，还可停放

1000多辆电动车。
为了更好管理摊位，夜市管理方

还从山东定购餐饮车和小商品车，每
辆车长3米、宽1.8米、高2.4米，餐饮
车设有备餐台、带水龙头的洗菜盆等，
全部是能开动的4轮电瓶车，1车1摊
位。儋州美好新旅游公司副董事长许
斌说：“夜市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半钟
开始，到次日早上6点钟结束。夜市
结束后，大街清扫干净，餐饮车和小商
品车全部开到停车场。”每天早晨，文
化北路八街恢复顺畅交通，干净整洁
不见垃圾。

8家股东合力办好“高档”夜市B

较大规模的夜市激发市民夜间
消费热情，一次性解决较多群众就业
问题。6月17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
到文化北路八街夜市仅20多分钟，
就看到5人找到夜市管理人员，询问
还有没有摊位出租。李全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夜市规划大小摊位 160
个，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目前已
出租了120个摊位。“剩下的电瓶车
和摊位，一部分准备留给零就业家
庭、贫困劳动力，促进城乡困难群体

就业。”
夜市保就业增收入的作用明

显。木棠镇搪坎村31岁的村民何方
举原本跟着包工头做水电工，收入并
不稳定。现在租一个摊位，自己创业
当小老板，推出“北岸各式口味小海
鲜”，受到顾客的喜爱。“政府倡导夜
间消费，发展夜间经济，我要抓住机
遇把本地海鲜的品牌打出去。”他说，
每天收入比做水电工增加很多。

“夜市的一部分产品，既要‘高

档’，也要有特色。”李全说，在预留的
摊位中，一部分摊位准备提供给国内
有名的商家，推出国内的优质、上档
次的特色美食；留16个摊位专门经
营儋州16个镇的特色美食，展示和
推广儋州传统美食小吃。不断提升
夜市服务质量、档次和品位，满足市
民和国内外游客的消费需求，促进夜
市繁荣和夜间经济发展。

泥土路变夜市，荒地变停车场，夜
间经济活跃，城市烟火味浓，经营城市

成效明显。“文化北路八街两旁民房一
楼的铺面，租金也涨了不少。”那大镇那
恁村委会干部李忠说，兴建夜市之前，
120平方米的一楼铺面，每月租金只有
1000元，还没人租，现在租金高达四五
千元，全租光了。夜市给文化北路八街
两旁的居民带来可观收入。昔日冷清
的“城中村”变成夜间经济繁荣的地方，
人流和客流稀少的泥土路华丽变身为
商业重地，城市美了，经济活了。

（本报那大6月18日电）

夜间经济活跃让城市更有活力C

经过多年建设，儋州市那大镇主
城区的北部新区已初具规模，高楼林
立，街道宽敞。那大镇文化北路八街
处于北部新区的中心地带，区位优势
明显，但却成为新的“城中村”，八街
地处先锋社区，两旁大都是先锋社区
居民建的自住民房。八街也是一条
断头路，南北宽50米的大街，有长达
380多米是泥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泥
泞不堪。街道西侧是40亩的杂草丛
生的荒地，属于那大镇那恁村委会爱
图村小组的，一直没有开发。被四周

高楼围住的文化北路八街虽然地处
那大镇主城区，但外部环境看起来像
农村，人流和客流稀少。

儋州市在那恁路200米长街区，
建设占道观光夜市，改造提升供水配电
系统、夜景亮化、美化工程等，规划142
个移动摊位，解决三四百人就业，打造
了一张城市旅游新名片。但地处老城
区的那恁夜市地方小，夜市规模不大，
特别是缺乏停车位，局限性明显，难以
推动儋州夜间经济的大规模发展。

2019年年底，儋州市委书记袁光

平带队到那大镇调研夜间经济，经过
现场办公，建议把八街断头路宽阔的
场地改造为夜市，旁边40亩荒地可改
造为停车场，方便市民游客停车，以此
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费。儋州市
委主要负责人指出，办一家较大规模
的夜市，能给北部新区带来更旺人气，
既让“城中村”繁荣起来，烟火味更浓；
又推动儋州夜间经济规模发展，激发
那大北部新区发展的新动能。

儋州市委市政府在统筹谋划夜间
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那大镇在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的文化北路八街夜市，
建设“高档”的占道夜市。要求提升和
规范夜市的规划建设水平，打造具有
儋州特色的城市夜市精品和夜间经济
示范点，能够促进儋州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文化北路八街夜市是儋州市委市
政府精心谋划夜间经济的一个亮点：2
家夜市在那大镇老城区和新城区平衡
布局，城南城北市民就近到夜市吃美
食购物，激发全城人的夜间消费热情，
推动儋州夜间经济快速发展。

夜间经济激发北部新区动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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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创新文明实践方式，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6月18日，儋州市委宣传
部、市扶贫办、市总工会、市供销社联
手，在新建的调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举办“看古树，摘黄皮，游乡村”爱
心消费扶贫文明实践活动。

6月18日，市直机关部分干部职
工、市民和游客1500多人，观赏千年的
见血封喉古树、百年荔枝古树，重温红
色记忆；有的游客走进村民庭院或黄皮
果园，体验水果采摘游；有的市民在树
林里穿行，赏花看田园风光。市旅文局
有关负责人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调南
村旅游资源丰富，适合开发乡村旅游。

调南村历史悠久，古树参天，有见
血封喉、黄葛树、垂叶榕等珍贵树种，有
的树龄达数百年。全村共有古树、大
树、奇树43株，一村一森林，一树一景
观，一木一故事，生态环境优美，乡村旅
游资源丰富。儋州市委宣传部今年投

资203万元，建设调南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围绕着千年见血封喉古树、古榕
树、古荔枝树等景观，新建石头步道，建
景观挡墙，铺设塑木平台栈道，建特色
小屋1间，安装太阳能灯50盏等。调南
村变身以古树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景
点，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游览。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的建设，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吃上“旅游
饭”。村民符喜波说：“村里整治环境
变美了，游客多了，我家有100多株黄
皮树，游客常到家里来买。”当天上午
他卖黄皮给游客，收入1560元。海口
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卢红带着48人
的旅游团，慕名赶来调南村看古树、采
摘黄皮，“千年见血封喉古树很壮观，
难得一见。我以后要带更多的游客到
调南村看古树，采摘黄皮，为开发乡村
旅游、促进乡村振兴作贡献。”

调南村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琼崖
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大队
长潘江汉等人，曾在调南村开展革命

活动。1945年的大岭栏战斗，共击毙
日伪军30余人。建设调南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时，特别设计红色记忆广
场，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传承革命
传统，汇聚建设海南自贸港强大的精
神力量。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温龙说：“把开发乡村旅游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融合，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
涵，推动乡村振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打牢乡村基础。”

乡村特色的旅游美食，既是乡村
旅游的卖点，也是村民吃“旅游饭”的

“主食”。黄皮特色美食获得客人的青
睐，18日上午10点钟，村民符龙赞家
的黄皮鸡就卖光了，大缸烤炉里烤着
的最后一炉黄皮鸡，也被订完。他说：

“今天全家准备200只黄皮鸡，全卖
完，卖了1.36万元。”市直机关干部吴
兴章订了2只黄皮鸡，等着出炉：“黄
皮鸡是很有特色的乡村美食，买给家
人尝尝。”

当天的爱心消费扶贫活动，销售

扶贫农产品达35.28万元。“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建好后，要通过办多种活动
宣传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取得实
效。”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定中

说，调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既传承
红色文化，又让村民吃上“旅游饭”，推
动乡村振兴。

（本报那大6月18日电）

儋州创新文明实践方式，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古村游有了新玩法

儋州成为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点
考区包括6个市县

本报那大6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王敏权）近日，经国家司法部和海南省司法厅批
准，儋州市成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点，履行
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
工作职责，组织实施儋州考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同时明确，儋州考区包括儋州市、东方
市、临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6个市县。

据悉，为了做好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儋州考区前期准备工作。近日，省司
法厅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负责人带队到儋州市
司法局调研，了解、指导相关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就2020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儋州考区的前期准备工作详
细汇报。听取汇报后，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高
度肯定儋州市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儋州考区的准备工作，要求儋州市司法局
提前做好干部培训工作，坚持“从严治考、规范
管理、热情服务”工作原则，进一步加强资格审
核、考试基地建设、考试宣传以及舆情监控等，
确保安全有序完成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工作。

儋州市与东方市开展医疗合作

2家医院签订
“胸痛中心协作”协议

本报那大6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周圣涛）儋州市与东方市开展医疗合作，近日，
儋州市人民医院与东方市人民医院签订了“胸痛
中心协作”协议。

根据协作协议，儋州市人民医院、东方市人
民医院将共同努力搭建医疗信息会诊平台，儋州
市人民医院将根据自身的医疗资源和经验优势，
为东方市人民医院的急性胸痛患者提供包括远
程会诊、远程指导院前急救、监护治疗等最恰当
的医疗支持，定期为东方医院医务人员提供急性
胸痛患者诊断、抢救、治疗等相关知识培训，以
及对东方市周边地区居民宣传普及急性胸痛与
急救知识。

“儋州市人民医院在胸痛中心的建设上，
尤其是在建设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岛地区胸痛
中心方面，有非常好的经验和优势。”陈兰说，
东方市人民医院与儋州市人民医院签订协作
协议，借助儋州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的技术力
量和科学管理经验，把东方市人民医院的胸痛
中心建起来，进一步加强对东方市及周边地区
急性胸痛患者的规范化救治，促进急救密切合
作和无缝隙对接，达到最大程度挽救患者生
命、减轻患者痛苦和安全转运的目的。

5个集中签约项目
落地洋浦
涉及航空装备制造、智慧物流、石油
贸易等领域

本报洋浦6月18日电（特约记者郝少波）海
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近日在海口
举行，其中5个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洋浦经济开发
区，涉及航空装备制造、智慧物流、融资租赁、石油
贸易等产业。

签约落户洋浦的有中天智控年产200套航
空装备产业项目、海南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
信鸿盛达航空装备融资租赁项目、数字鹰年产
5000台无人机制造项目以及洋浦管委会与中
化石油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等。其中，中物云链
（海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加紧做好在洋浦建
设海南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的各项准备工
作，项目一期计划投资5.9亿元，占地150亩，将
建仓库生产辅助及办公生活区域；二期计划投
资5.5亿元，占地150亩，主要建设智慧供应链
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收约30亿元，协
同效应过百亿元，年缴纳税收约2.7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约1300个。

中天智控年产200套航空装备产业项目总投
资约5亿元，计划建设航空装备产品研发与装配
生产线，生产通航飞机模块化改装产品和激光类
高精度测量产品。

打造“非遗+旅游”“非遗+扶贫”新模式

东方展销
少数民族手工艺品

本报八所6月18日电（通讯员文东雅 戴琼
周）6月18日，东方市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系列活动之一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展销会，在
东河镇政府黎锦大楼举行，通过“非遗+旅游”“非
遗+扶贫”新模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旅游
发展，助力精准扶贫。

在展销会现场，展出黎锦、黎陶和黎族苗族的
手工艺品，古朴而精致，还展出古老的藤编、纺车、
渡壶等，让游客体会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内
涵。游客林芳珍说：“我喜欢黎锦服饰，都是手工
织出来的，穿在身上展示少数民族文化。”

知名青年歌手顾莉雅现身展销会，她希望通
过展销会树立海南非遗品牌，逐渐形成可复制、
可持续、可参与、可体验的非遗传承新模式，营
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良好社会氛围。“希望更
多的人了解黎族苗族的服饰，我一定为传播黎锦
文化站台。”

儋州引入多方资本，改造“城中村”，繁荣夜间经济

新夜市点亮新“夜”态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6月 12日，儋州市那大
镇主城区文化北路八街夜市试
营业。儋州米烂、烤青衣螺、海
蟹粥等各种美食小吃让市民和
游客大饱口福。与老城区的那
恁夜市不同，这里还有经营精
品服饰等众多小商品的摊位，
还有配备齐全的近300平方
米大舞台，不时有演出团队表
演儋州调声、歌舞等节目。

文化北路八街夜市面积
接近2万平方米，规划大小
摊位160个，可容纳1500人
同时就餐，提供800多个就
业岗位，免费公共停车场有
500多个机动车位，1000多
个电动车位。这是儋州新增
的市民夜间消费重要场所，
也是儋州那大镇主城区一道
闪亮的风景线。6月18日，
负责夜市经营的负责人王潘
任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试营
业的第2天，逛夜市的市民
和游客达5万人次，现在每
天的客人有1万多人次。”试
营业首日，每个摊位平均营
业额达2000元以上。

50多岁的儋州市民林
瑞明点赞：“政府为市民办了
一件大好事，城市变美了，市
民住得更加舒适；夜市丰富
了，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夜市的餐饮车设有备
餐台、带水龙头的洗菜盆
等，每个摊主都佩戴健康
证牌和口罩，让消费者吃
得放心。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儋州市大成镇调南村举办“看古树，摘黄皮，游乡村”爱心消费扶贫文明实
践活动，村民演出儋州调声欢迎市民和游客。 特约记者 李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