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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凤凰岭：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英印/文 李学仕/图

三亚的地名就是一个快乐的动物园②

从地名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报道

“我们在此执手，许下
爱的诺言，以山海为盟誓，
相亲相爱一生……”3 月 19
日下午，来自上海的一对情
侣在三亚凤凰岭“海誓山
盟”石碑下，用彼此之手搭
起一个大大的“心”字后十
分开心地说。他们认为，在
这个处处充满“爱”的地方，
给相爱之人一个爱的承诺，
才能让爱长长久久。

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
区是中国首个以“爱”文化
为主题的热带雨林山海景
观景区，总体规划面积 6.7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约 396
米，是三亚最高之山。在凤
凰岭之巅，不仅可以感受美
丽三亚“爱”之浪漫，还能够
一览三亚全景——四湾八
景。由于该景区以“爱”为
主题，因此成为三亚的网红

“打卡地”。
3 月 19 日下午，为了探

寻凤凰岭“爱”之根源，记者
来到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
景区。上到山顶后，映入眼
帘的是一块刻着“海誓山
盟”四个大字的石碑，不少
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石碑
后面为什么刻有‘北纬18度
’？为什么要叫‘爱的纬度
’？”许多游客充满好奇地
问。“这就是三亚地处的纬
度线，而北纬18度又被旅游
界称为‘爱的纬度’。因为
人们认为在北纬 18 度这条
纬度线上的旅游胜地，最适
合结婚旅游度蜜月且充满
爱的文化，因此称为‘爱的
纬度’……”讲解员向来往
游客详细地介绍景区有关
情况。

经过九曲同心桥后，记
者途经月老泉、龙凤门、来
仪台、望鹿台、鹿心亭、如影
阁、爱情花廊、水晶圣殿等

“爱”之地。这些以“爱”为
主题的地方，处处都能寻找
到“爱”。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凸显“爱”的主题，水晶圣
殿的长宽高三维数据均采
用与爱情紧密相关的数字
来体现，高度为 999.9 厘米，
寓意爱情长长久久，宽度
8520 厘米，寓意我爱你之
意。面山立盟，向海誓言，
海誓山盟凤凰岭，今生今世
我爱你。由此可见，该景区
为了“爱”，费了不少心思。
人们为了“爱”，一直苦苦追
求。

景区是如何保护好三亚
生态的呢？记者采访了景
区办公室主任邱钰媛。“我
们经常打扫卫生，保持地面
干净整洁，放置多功能垃圾
箱，对垃圾分类处理，使用
环保可降解垃圾袋。”邱钰
媛表示，减少施工破坏，禁
止滥砍乱伐，禁止使用一次
性餐具，禁止携带火种入
山，禁止放鞭炮、吸烟；积极
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保
护好自然生态，保护好森林
资源，并加强日常巡逻，防
止捕杀野生动物。此外，还
对景区内名贵树种挂牌，科
普植物知识，防治病虫害。
在该景区的保护下，景区内
的树木郁郁葱葱、生态环境
平衡，处处鸟语花香，人与
动物和谐相处，构造出一幅
天然“画卷”，游客深入其
中，感受“三亚之肺”与“天
然氧吧”带来的愉悦。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孙琦）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今
年“五一”放假通知冲上热搜，出游
热情高涨的国人正摩拳擦掌地为

“五一”拼假 。3 月 18 日，据携程平
台发布的大数据显示，5 月 1 日至 5
日期间的机票搜索量激增，搜索量
同比增长 175%。同时，三亚强势上
升 为“ 五 一 ”旅 游 目 的 地 搜 索 量
TOP1的城市。

虽然清明假期还没到来，但国内
游客已经开始为“五一”小长假设计
拼假攻略。根据游客搜索的起飞日
数据显示，“五一”出行高峰期主要集
中在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有网友

“脑洞”大开，提出拼假攻略：今年 5
月 1日是周六，4月 26日至 4月 30日
（周一至周五）可以请五天年假，再配

合前一个周末，这样便可凑成 12 天
的超长假期；或者在“五一”后的 5月
6 日至 5 月 8 日请 3 天假，加上 5 月 9
日休息日，就可以连续放假9天。

从目的地搜索量来看，三亚成为
搜索量 TOP1 的旅游城市，搜索量同
比增长 244%，机票预定量较 2019 年
增长 219%；从旅游航线搜索量来看，
三亚俨然成为国内游客“五一”小长
假出行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上海-三
亚、北京-三亚分别占据“五一”航线
搜索量前两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市民出
行意愿强烈，“五一”假期热门航线票
价强力反弹。其中，上海-三亚、北
京-三亚票价分别同比上涨 46%、
112%，不少游客已经做好出行规划
并购买机票。

三亚“五一”游网上搜索量第一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3月 23日，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日，
《海南省 2021 年禁塑联合执法行动
方案》出台（以下简称《方案》），严厉
打击囤积批发违规塑料制品的违法
违规行为，对重复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一律顶格处罚。

据悉，海南将继续在党政机关、
国有企业、学校、医院、商超、酒店、旅
游景区加强禁塑政策落实。有关部
门将迅速开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
和使用等环节执法大检查，从严从重
查处违法案件，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采取“执法+曝光”的工作模式，
对于规模较大的案件，查处一起曝光
一起。同时在省内生产、省外流入、
仓储批发、各类市场经营、全省各级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食堂使用、各类旅
游景区使用、各级医疗机构使用等 7

大环节开展执法大检查。
对于省内生产环节，有关部门将

彻底摸排海南省内一次性塑料制品生
产企业数量及分布，逐一排查现有生
产企业情况，建立完整的生产企业清
单。省外流入环节，海南将重点对海
口市的港口码头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输入行为进行管控，采取双随机
等手段，探索建立有效的排查机制。

对于流通领域关键的仓储批发环
节，《方案》要求，全省各市县市场监
管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加强对辖
区内经营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仓储批
发经营网点巡查，严厉打击囤积批发
违规塑料制品的违法违规行为，对重
复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一律顶格处
罚。海南还将对涉案塑料制品加强
源头追溯，对生产、销售，尤其是批发
环节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

海南出台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方案
对重复违法违规行为一律顶格处罚

本报讯（记 者 王 鑫 通 讯 员 徐
敬）3月 23日上午9时，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天涯区医疗
集团成立大会举行。

天涯区副区长蔡永书介绍，该医
疗集团的组建是深化医改工作的一
项重要创新举措，将促进区域内优质
医疗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合理流动，有

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人
民群众在基层医院也能享受到三甲
医院的诊疗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
仲表示，三亚中心医院作为医疗集团
牵头单位，将以全面托管为契机，给予
天涯区内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的支
持，探索建立省内新型医联体管理模
式。作为海南南部最早通过国家评审
的老牌三甲医院，三亚中心医院将通
过对品牌、管理、技术和执行团队的帮
扶，优化医疗集团内部管理，充分运用
学科结盟帮扶、信息化建设和远程医
疗手段等多种形式，加强医疗质量管
理，加强学科建设，打造专科特色，提
升服务质量，使区内基层医疗机构逐
步达到三亚中心医院急救、诊断技术
同质化，打造“大三亚”急救圈，为当地
老百姓提供更加安全、优质、高效、便
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仪式上，蔡永书与陈仲签订《三
亚中心医院天涯医疗集团托管协议

书》，标志着天涯区医疗机构（包括高
峰医院、凤凰卫生院、马岭卫生院、高
峰卫生院 4 家医疗机构及所属服务
站、村卫生室）的经营权、人事和财产
管理权全权托管给三亚中心医院经
营管理。

据了解，三亚中心医院作为海南
南部最早通过国家评审的老牌三甲
医院，建院 59年来一直在医疗救治、
医疗保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
面处于琼南领先水平。近年来，医院
不断改革创新，探索医改新模式，
2018 年 10 月 31 日，医院正式托管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开创了
海南省内三甲医院托管省内县级医
院的先河。2020 年 11 月 23 日，医院
成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医疗集团
的技术支撑单位。此次三亚中心医
院天涯区医疗集团正式成立吹响了
三亚区域医改的冲锋号，是建设“健
康三亚”改善医疗服务见行动，是努
力实现医院“十四五”良好开局的又
一具体实践。

三亚中心医院天涯区医疗集团成立
争做三亚市区域一体化医疗集团建设典范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记者从省
检察机关获悉，近日，三亚市吉阳区
原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原区长张
华文（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三
亚市人民检察院向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被告人张华文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张华文，听取其委
托的辩护人的意见。三亚市人民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2017年至 2019年，被
告人张华文利用担任三亚市吉阳区人
民政府区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
承揽、工程协调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游人在凤凰岭上处处感受到浪漫的气息。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张华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海誓山盟”石碑是凤凰岭的标志性景点。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三
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公
室召开现场协调会，就“天涯区希尔
顿欢朋酒店后面空地处的雨水管道
有污水排入三亚河”“三亚桃源河鲁
能美丽5区 3期小区附近河道水体污
染严重”等群众投诉举报的生态环境
问题进行现场督察协调。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住
建局、市河长办、天涯区政府等单位
相关负责人参会。

希尔顿欢朋酒店后面空地处的雨
水管道有污水排入三亚河和有人非法
垂钓等问题，是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
务热线接到的热点投诉之一。市热线
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到现场协调，经
现场核实，该排水管道口处没有发现
污水排河现象，沿岸也没有发现垂钓
者。经协调决定：后续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继续加强日常巡视管理，严厉查
处乱排偷排及非法垂钓等行为。

对于三亚桃源河鲁能美丽 5区 3
期小区附近河道水体严重污染严重的
问题，督察发现，该处河水确有混浊现

象，但无异味，也没有发现排污入河现
象。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造成
此处河水不清的原因，主要是附近河
道断流，无交换水体，河水流动性差以
及鲁能5区泵站取水搅动造成底泥上
翻等原因所致。目前天涯区政府已责
令泵站停止运行，但天气逐渐变热，河
里淤泥产生的微生物增多，河水仍然
无法变清。当前，桃源河的整治工作
正在推进，三亚市环投集团有限公司
《新城水质净化厂尾水回用补水管线
工程》将于4月初完工运行，届时桃源
河的水质情况将会好转。而鲁能集团
的《三亚湾新城水系工程》目前还有
800米河段未打通，待工程完工后，桃
源河的状况将彻底改善。

市热线办负责人建议相关职能部
门加强对河道的巡查工作，及时发现
和制止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同时建议
市河长办把河湖专管员联络方式及其
负责的河段等信息报备市热线办，一
旦热线接到相关投诉，第一时间通知
河湖专管员到现场核实情况，再根据
实际情况准确派单处置。

市12345热线进行现场督查协调

协调解决两起河道生态环境问题

三亚中心医院天涯区医疗集团揭牌。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远眺凤凰岭网红打卡地——“水晶圣殿”。

走进气象科普馆
3 月 23 日，三亚气象科普馆，来自鲁迅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开展世界气象

日活动，了解气象知识。
当天是第 61 个世界气象日，三亚市气象局举办世界气象日纪念活动。

据悉，今年的主题是：“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本报记者 刘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