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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城市管理、治理的殷切期望和要求。本报今日起推出《人民城市
为人民·高质量推动三亚城市建设》栏目，重点突出呈现三亚精细化治理中的新亮点，用民生视角展现文明建设成果，用平常生
活的点滴折射三亚城市建设发生的变化。在充分展示三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经济发展之美、文明风尚之美的同时，总结提
炼三亚在城市治理中的“点睛之笔”，将一城一地的经验，化为可供学习、分享的“教材”，打造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三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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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
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重要
的服务性行业，关系发展，更事关
民生。近年来，三亚不断加大对
交通运输领域的投入力度，使交
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备，交通运
输服务进一步提升，“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建设不断提
速，三亚发展的“大动脉”愈发强
健有力。

三亚交投集团建设管理公司
总工程师刘永庆说，“交投集团在
公共停车场继续布置新的充电桩
建设任务，力争在今年年底，在现
有的公共停车场建成 150 到 200
个充电桩。”为推进新能源汽车普
及，三亚加快优化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布局。今年，三亚交通
投资集团把加快构建新能源充电
桩网络建设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首批市级事项
清单来推进，计划今年完成 189
把充电枪安装任务。在三亚火车
站停车场内，建成不久的60个充
电桩整齐排列，方便不少市民到
此充电。“目前，三亚安装了许多
充电桩，天涯区、海棠区、崖州
区，到哪充电都很方便。”新能源
车主杨先生说。

当前，三亚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步入快车道，城市路网越织越
密，一条条新修道路让出行更加
便捷。亚龙湾第二通道一期工程
通车后，二期道路正在加快建设，

起点处 1.2 公里路基建设已经基
本完成，雨污水管道已经完成了
约 1 公里，最快预计道路今年底
能完工，建成后将实现亚龙湾直
通迎宾大道。亚龙湾第二通道二

期项目负责人黄远辉说，“打通亚
龙湾第二通道后，将有效缓解迎
宾路的交通压力，大大方便周边
居民的出入。”

三亚交通触角还向“大三亚”

迅速延伸。以三亚为核心，辐射
陵水、乐东、保亭，一条条纵横交
错的道路脉络托起“大三亚”经济
圈腾飞的未来。今年，山海高速
（五指山-保亭-海棠湾）全线贯
通，三亚到保亭的车程因此缩短
至30分钟，到五指山市也只需45
分钟，助力海南岛“县县通高速”
目标的实现。保亭市民邓丽珍
说：“以前非常不方便，现在山海
高速公路通车以后，我们去三亚、
海口都非常快。”

一系列交通工程先后落地，
推动三亚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
善，服务质量持续提高，让百姓
出行更加便捷，实现了从“走得
了”到“走得好”的转变。根据
《三亚“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到 2025 年，初步建成

“互联互通、功能完备、无缝对
接、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明显提升对外交通
可达性，全面畅通三亚及“大三
亚”全域。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服务科有
关负责人说，今年，该局正积极谋
划建设部分农村公路，以及第二
绕城的道路项目解决交通拥堵问
题。

延伸加密交通路网 ,不断加大交通运输领域投入力度

三亚交通发展：以前“走得了”现在“走得好”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叶琼旭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为依法防控和打击省
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运输入岛违法行为，
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
《海南省禁止省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运输
入岛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据悉，此项工作将持续至今年12月底，分三个
阶段进行，将强化联合执法，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市县交通运输部门牵
头，联合市场监管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定期开展
联合执法，对辖区内的货运（物流）企业和港航企
业开展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好收货查验，自觉抵
制承运违禁塑料制品。

联合执法检查要核查货运（物流）企业是否
按照相关要求，严格落实零担货物受理环节抽检
抽查、托运人实名制、托运物品登记和信息留存
等相关制度，防止在货物运输中夹带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

同时督促港航企业严格落实进岛货物申报及
检查制度，在办理入岛货物承运手续时要求托运
方提供货品清单，发现违禁塑料制品时拒绝承运。

联合执法检查发现涉嫌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违法行为案件线索的，将统一由市场监
管部门进行查处。对可疑的运输车辆或货物，由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抽查。

海南将在联合执法中加强信用监管的运用，
对违反海南禁塑规定的运输企业和个人，及时纳
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我省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运输入岛

彻查货运企业 防止“夹带私货”山海高速。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由三亚市旅文
局主办、三亚旅联承办的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
安全发展”为主题的三亚市2021年旅文行业安全
生产、疫情防控知识培训班举行。来自全市各旅
游酒店、景区、旅行社、娱乐场所等旅文企业的
25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分为消防安全知识、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三个板块，其中消防安全知识板
块主要以消防基础知识、消防器材使用知识等内
容为主；疫情防控板块主要以基础防控知识、消
杀知识、宣传教育知识三部分为主；安全生产板
块主要以旅游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两
部分为主。

据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举办培训，
旨在推动各旅文企业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国家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持续抓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既要加强日常防控保障，也要强化应
急处置，做到调整优化防控措施，精准落实到各
方面。同时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红线”意识，加
强市场安全监管，落实安全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各相关单位要针对重点场所、重大赛事活动
举办做到监管“无死角”，确保全市旅文行业安全
生产工作有序进行，以良好的市场秩序迎接暑期
旅游市场的到来。

三亚给旅文企业办班
提醒强化“安全红线意识”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 7
月 25日获悉，今年11月，第二十五
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将在天涯海角景区举办。本届婚
庆节将以传承专业、时尚、国际化
的角度继续推动整个三亚婚庆旅
游产业升级，邀请国内大牌顶流参
与、深耕产业融合、强化景区带动、
创新经营思维，活动将围绕三亚婚
庆旅游的产业链和“婚庆节+”的模
式进行布局，在办婚礼、拍婚纱、度
蜜月、购买免税婚品等传统婚庆旅
游业态中，加入“一张结婚证游三

亚”活动、联动三亚各大景区强势
加盟、开启GWHI认证培训等创新
模式，推动婚庆节国际化、专业化、
时尚化、平台化、品牌化、特色化六
大升级。

发布会上，主办方公布了本届
婚庆节的主体办会思路和十五个
主体活动内容。包括：国内明星婚
礼设计师蔡上将继续打造经典，将
羽翎造型的婚礼现场再度上映，通
过婚礼与天涯海角现场完美结合，
诉说爱的衷肠；国内明星婚礼设计
师小熊戴欣将继续打造天涯海角

婚典年度晚会颁奖典礼现场，11
月，带给大家一个无比绚丽的三亚
之夜；婚庆节年度颁奖盛典将评选
和褒奖 2021 年在三亚市婚庆旅游
发展中做出卓越成绩的同行，发布
最佳婚纱摄影机构等多项大奖；
2021 第四届中国高端婚纱摄影旅
拍论坛——“天涯论剑”，将继续集
结全国婚纱摄影旅拍行业大咖，发
出一年一度的婚纱旅拍行业天涯
声音，发布天涯海角婚纱旅拍的天
涯指数；2021-2022 国际婚纱流行
趋势发布，将举办中西两场婚纱和

礼服的视觉大秀，共同展示 2022
年国际婚纱流行趋势；2021年第三
届 GWHI 世界婚礼蜜月岛屿论坛
——“让爱与世界连通”将继续启
幕，届时行业权威人士将针对世界
婚庆旅游目的地的复苏和发展进
行深入商讨。

同时，打造世界婚庆旅游目的
地名片，塑造世界婚庆旅游软实力
输出，发出中国婚庆旅游行业国际
标准，2021年首届GWHI国际婚礼
策划师 、摄影师等从业人员认证
培训及毕业典礼仪式也将开启，将

为多个国家的行业从业人员发出
首批认证金质勋章。三亚 GWHI
标准将首次成为国际标准，逐步成
为国际婚庆旅游目的地从业人员
的金牌荣誉标准，也将突出三亚作
为世界婚礼蜜月岛屿目的地认证
城市的新概念。

婚庆节期间还将推出天涯海角
婚庆产业周边产品集市、追忆我们
的 25 年青春热点话题线上活动、
25 年婚庆节天涯新人线下返场等
周边专题活动，线上线下，互动推
广，精彩呈现。

2021第二十五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11月举办

深挖“甜蜜矿产”推动婚庆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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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为人民·高质量推动三亚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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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锐

刘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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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单位

三亚市水务局、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林业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三亚市商
务局、三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教育局、三
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三亚市民政局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三亚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三亚市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

值班电话

0898-322
90830

0898-322
90075

0898-31
001422

0898-31
002420

巡察接访室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1楼

11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2楼

12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5楼

15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6楼

1619房

邮政信箱

海南省三亚市
A054号邮政信

箱
收件人：高中哲

海南省三亚市
A055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艳

海南省三亚市
A056邮政信箱
收件人：谢香聪

海南省三亚市
A057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姨

电子邮箱

San-
yaxc1z@
163.com

sanyax-
cz2@163.

com

sanyaxc2@
163.com

swd-
sxc444@
163.com

群众意见箱地址

三亚市水务局：三亚市天涯区新风街42号水务局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左侧政务公
开栏旁。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大楼九楼（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楼梯拐弯处。
三亚市林业局：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46-2进市林业局大门右侧一至二楼楼梯
口。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大
门左侧。
三亚市商务局：三亚市文明路145号市人民政府第二办公楼8楼A区办公室拐
角处。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亚市凤凰路212号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楼一楼大
厅右侧。

三亚市教育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60号三亚市教育局办公大楼一楼左侧楼梯口。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亚市解放三路546号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楼大门

左侧。

三亚市民政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85号房产交易中心15楼三亚市民政局会议室

门口。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海润路33号市旅文局大门右侧和办公室
楼道右侧；市民游客中心门口右侧。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59号市政务中心一楼大
门对面。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吉阳区月川中路2号市发改委办公楼一楼
通道右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145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电梯口处；三
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23号粮食储备库大门口右侧；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80
号市价格认证中心外墙楼梯口左侧；三亚市解放二路360-17号三亚市信用
信息中心大门左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通道门口
右侧；三亚市凤凰路139号三亚市军粮供应站军粮营业室大门口左侧。

七届市委巡察“回头看”进驻一览表
进驻时间：2021 年 6 月 7 日-2021 年 8 月 7 日

三亚旅文集团
与中国干细胞集团战略合作
推动高端医养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三亚旅游文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干细胞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海南建设自贸港和三亚建
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大背景下，双方将按照尊
重市场、着眼长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深化扩展合作领域，在康养旅游运营、医养旅游
产品开发、客源互推互送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实现全面共赢。未来，双方还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探索推动三亚第一家高端医养康复中心
项目落地。

中国干细胞集团有限公司是生物医药产业的
“国家队”，具有干细胞领域的全牌照，在上海、海
南、重庆、陕西、江苏、香港设有基地，医疗业务范
围遍及全国。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
总商会副会长、海南省健康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中国干细胞集团董事长章毅透露，该集团正通过
实际行动，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汇聚多方努力，将
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形成一整套“医
疗-旅游-康养-养老”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

三亚旅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聪辉表示，
三亚旅文集团始终以推动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战略落地为己任，通过放大“旅游+”的产业融
合效应，实现旅游产业同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不同类型
游客的多种旅游需求。本次同中国干细胞集团
合作，将进一步丰富集团产业结构布局，实现多
业态联动发展，符合集团打造旅游产业整合运营
商的战略定位。此外，双方合作也将有利于促进

“旅游+医养”产业互动，释放“旅游+”的经济效
能，提升和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打造高端旅游医
养产业新蓝海，共同推动三亚旅游医养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