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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国家统计
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推出
的“ 中 国 美 好 生 活 城 市
（2020-2021）”系列榜单发布，三亚
因市民游客美好生活综合满意度表
现突出，上榜中国十大“舒适之城”
榜单。消息一经传开，人们在啧啧
赞叹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三亚这座生
态之城的魅力和舒适。

三亚的舒适体现在哪些方面
呢？三亚年平均气温 25.7℃，2020
年，三亚市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30.57平方米，中心城区建
成区绿地率达到48.78%。

这些年，三亚着力构建贴近生

活、服务群众的生态公园体系，“城
在绿中，城在水中”的良好生态格局
日渐凸显。

“林木茂盛、空气清新、设施齐
全，附近还有极具特色的民宿，在这
里可以玩上大半天。”在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游客李云刚说。李云刚是
一名摄影爱好者，他手机里有一个
三亚公园图库，他说：“三亚的公园
越来越多，你看，每一张都美得醉
人，内存都快占满了，但舍不得删。”

“哇，三亚我来了……”4 月 25
日，吹着三亚湾的海风，听着阵阵涛
声，来自湖南的游客李耀政兴奋地
张开双臂欢呼。

四月的三亚，晴好的天气、美丽
的风光、清新的空气吸引着四方宾

朋。无论是来海南“森呼吸”的游
客，还是享受“爱 TA 就带 TA 来三
亚”的游客，都能在旅游秩序井然的
鹿城 ，感受到旅游的舒适惬意。

一个个街区干净整洁、一条条
绿化道路树影婆娑。目前，三亚正
对标国内先进城市，从“净化、绿
化、彩化、亮化、美化”五个方面提
升城市建设水平，高水准提升城市
颜值。三亚对主次干道每天保洁时
间不低于16小时，一般道路每天保
洁时间不低于12小时，开展中心城
区24小时保洁试点工作，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

三亚不仅生态环境好，空气质
量也很优良。2020年，三亚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达到

历史最好水平。持续稳定的空气质
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深受其益。

夕阳西下，河水潺潺，倦鸟归
林。吃过晚饭的人们，三三两两来
到月川桥头的绿地小公园里纳凉、
消食。随女儿在三亚生活了十几年
的孟女士说，她每次回老家时都会
想念这条三亚河。

生活在三亚是舒适的，不仅在
于这个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优美的人
居环境、纯朴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
海纳百川、和谐包容的城市性格，更
在于充满活力的就业创业环境，温
馨浪漫的旅游氛围，令人如沐春风
的政务服务……一个个定格在市民
游客笑脸上的幸福瞬间，为“舒适之
城”三亚作出最美的注解。

生态环境优美 城市和谐包容

“舒适之城”三亚幸福感满满
本报记者 胡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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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芒果电商大

赛 、全民芒果大联欢 、芒果采摘……记

者从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首届中国三

亚芒果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三

亚芒果节七大活动将拉开序幕，助力三

亚芒果打造成三亚的一张靓丽名片，让

三亚芒果成为人们“爱上三亚的另一个

理由”。

首届三亚芒果电商大赛时间为 4 月

28日—6月 20日，共设置两个参赛项目，

分别是“三亚芒果销售达人大赛”和“三

亚芒果优秀电商大赛”，打造全民参与、

全民带货、全民品尝的景象，最终以销售

额评选出冠亚季军以及优胜奖10名。

全民芒果大联欢将联合各大酒店、景

区和旅游自媒体等，主打三亚芒果伴手

礼，通过伴手礼、扫码入群购买、线上下

单、极速发货等方式让游客随时随地感

受芒果的魅力，真正起到芒果寄情、芒果

联欢、芒果助兴。本次芒果促销将与万

果会等平台合作，5月上旬到内地主要的

芒果集散地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

汉等城市开展多种样式的促销，通过大

宗货物采购（出岛）补贴、试吃、赠送、促

销等多种方式，方便内地消费者购买三

亚芒果。

芒果采摘活动则是吸引市民游客到

果园亲身采摘芒果，感受果园魅力，体验

采摘的乐趣。

截至 4 月 17 日，三亚芒果今年已出

岛 25.7 万吨，日均出岛量已突破 5000 多

吨，还有 44万多吨芒果将在接下来的一

个多月里陆续采摘、出岛。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曲环介绍，受 2020 年秋冬季连

续降雨、冷空气频袭等影响，全市 2021

年春季芒果上市高峰期整体后延一个多

月。此时正值内地春菜、春果大量上市

时期，云南、广西早熟芒果将于 5月中旬

上市，极有可能对全市芒果产销形成影

响，临近“五一”黄金周，预计有大量游客

涌入三亚，或成三亚芒果促销的利好商

机。

2021首届中国三亚芒果节开启
七大活动助力三亚芒果“出圈”

◀上接1版

营商环境“做算术”

三亚各大园区充分利用“让园区说
了算”的自主发展权，为企业“加服务”

“减成本”。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通过

签署诚信承诺书，申请延迟缴纳三亚市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当天申请、当天
审批、当天拿证。”三亚太平金融产业港
项目相关负责人王鹏点赞三亚中央商务
区极简审批服务。

三亚中央商务区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探索“审查师+审批官+商代表”的全
要素服务体系，实现“五替代”，即区域
替代单个、集中替代分散、并联替代串
联、承诺替代审批、园区跑替代企业跑，
实现 66 项审批事项不出园区一站式办
理，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

有事先找“城小二”在崖州湾科技城
已成为众多企业共识。2020 年 3 月初，
崖州湾科技城建立“城小二”工作机制，
旨在打造服务型园区，做好服务企业、
服务项目、服务人才各项工作，帮助企
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落地
保驾护航，让人才创业就业无后顾之
忧。

据悉，崖州湾科技城受托承接了多
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79 项市级行政审
批事项，探索实施“特别极简审批”和

“不见面审批”，通过设立综合服务窗
口，集中一窗受理、限时一章办结，真正

实现“三减两加”，即减流程、减材料、减
成本和加服务、加监管。

当前，三亚各大重点园区正聚焦优
化营商环境，探索制度集成创新，为助
力自贸港建设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

产业发展“强引擎”

2020 年 9 月份，云顶邮轮集团正式
宣布入驻三亚中央商务区，并通过战略
合作，携手国内知名旅游企业在三亚成
立合资公司，将其船队的旗舰豪华邮轮
引进三亚，共同为旅客打造更为舒适的
旅游体验，推动以海南为中心的邮轮航
线发展。

三亚中央商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园区努力建设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
验区，着力打造游艇消费中心、交易中
心、服务中心。

“对标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具体要
求，依托三亚深海科技城，崖州湾科技
城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
培育深海深空产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党委专职副书记童立艳介绍，崖州
湾科技城正在深海科技城、全球热带农
业中心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聚力
招商引资，聚焦深海和种业核心产业，
推动产业集聚。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三亚各重点园区精心谋划、精
准发力，以高质量发展实效，引领产业
发展，推动自贸港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本报讯（记 者 符 吉 茂）4 月 23 日，

2021年首届崖州湾知识产权论坛在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举行。副市长吴海峰出席

论坛并致辞。

论坛上，国内知识产权专家学者围绕

“海南自贸港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打造崖州湾知识产权

综合保护先行示范区、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等主题展开讨论，希望以“知识产权

助力创新，专业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

打造国际一流的知识产权营商环境，吸

引国内外先进的知识产权服务资源落户

崖州湾科技城。

近年来，我省专利授权量、商标注册

量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呈现持续增长

态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探索建设知识

产权特区和综合保护先行示范区，探索

以种业知识产权为突破，以知识产权全

类型全链条服务为目标，围绕崖州湾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落户一批知识

产权业务核心项目，打造“一站式”知识

产权综合服务体。

首届崖州湾知识产权论坛举行

▶舞蹈《红旗飘飘》。

▲二胡独奏《美丽中国梦》。

舞蹈《不忘初心》。 精彩的汇演让工友喜不自禁。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林林）4 月 25
日，“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
党走 奋进新征程”三亚市工会迎
接建党100周年暨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基层汇演走进
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
平台工程项目工地，为工友们送
去文艺大餐，亲民的演出让工人
兄弟倍感亲切，备受鼓舞。

演出节目精彩纷呈，汇集歌
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种形
式。奏响序曲《时代召唤》，青年
舞蹈演员意气风发，将当代青年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现得淋漓
尽致；一曲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
有力量》，唱出了工人兄弟积极参
与三亚重点项目建设，投身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坚定决心；歌曲《I

LOVE 三亚》，传递出“三亚是所
有建设者温暖家园”的浓浓深情；
舞蹈《不忘初心》，勾画出一幅美
丽三亚的缤纷蓝图。

整场汇演，不仅充分展示了
全市各单位职工朝气蓬勃、活力
四射、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凸
显了职工们热爱工作、热爱生活、
热爱三亚的情怀，以及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添砖加瓦的信心和决
心。

本次汇演由三亚市总工会主
办，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承办，各区
总工会、中国教育工会海南省三
亚市委员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联合工会委员会、三亚环
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
员会协办。

三亚市工会迎接建党100周年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
基层汇演走进崖州湾科技城

建设工地上唱响中国梦歌颂劳动美

本报讯（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莫文
彬）4月 24日 21时许，6名骑行电动自行

车未佩戴头盔和饮酒骑车者被带到三亚

交警支队崖州大队接受电动自行车火灾

警示教育学习。这是三亚首次将电动车

火灾警示纳入交警强制教育学习。

为保证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加强电动

车消防安全常识，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

崖州大队与崖州区交警部门沟通协商，

将电动自行车火灾警示教育片首次纳入

交警电动自行车违章行驶集中学习教育

内容中。通过警示教育学习后，几名违

规“骑行侠”表示今后一定会遵规守纪，

按规定停放电动车和充电。

三亚消防提示，电动自行车的起火原

因，多数是因为不按规范充电引起的，对

于电动自行车的充电，一定要做到标准规

范。电动自行车一旦着火，90秒后，温度

便达到200℃，一台电动自行车燃烧产生

的毒气，足以使人窒息而亡。市民群众务

必将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牢记心中，切

勿在家里或楼道里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三亚首次

违章“电单侠”要看火灾警示教育片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海南自贸

港医疗健康“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疫后康

复座谈会在三亚学院举行，10 余位省内

外健康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后疫情

时代”全面修复、氢氧在生物医学上的作

用及意义等内容进行深入研讨。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暨南大学附属大

肿瘤医院总院长徐克成，国医大师王世

民，吴阶平医学基金会首席专家、深圳大

学教授向月应，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分子肿

瘤学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有勇等专

家在会上展开深度学术交流。多位专家

还做了《氢分子与细胞生物动能及应用前

景》《氢分子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生物学

意义》《氢氧医学技术在健康旅游产业中

应用的设想与思考》等主题报告。

三亚学院健康医学院、健康产业管理

学院院长陈小勇表示，将发挥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搭建产学研用平台，为疫后

身心及产业全面修复提供应对策略与智

慧；同时依托三亚“天然温室”的独特气

候特点，开展环境和气候在“后疫情时

代”的康复，积极探索医疗健康领域与氢

氧医学、音乐康养、旅游康养、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多学科融通促进人类健康的

科学研究。

健康领域专家三亚聚焦疫后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