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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说" 目前三亚旧城
改造比较滞后" 环境 #脏乱
差$%交通秩序混乱等问题非
常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三
亚决心将旧城改造作为突破
口"路网不同%配套难落实等
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对于旧城改造" 王勇建
议"三亚在旧城改造时"要将
商业服务%医疗%教育%警务
室等都配套在内& 当前三亚
市有一个#捆绑式'发展的设
想"即把医疗%教育等配套服
务" 在土地拍卖过程中作为
拍卖的条件" 提出具体的标
准%规模"做到同步规划%设
计%审批%建设%验收&实现开
发商开发出一片" 城市配套
设施就建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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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将建一栋打
一栋& '王勇表示"三亚打击
违法建筑一个是打" 一个是

控& 打是通过严厉打击形成
威慑力" 让违法建筑不敢再
长"从目前来讲"打击的威慑
力比较大"效果也不错"新增
的违法建筑明显减少( 控是
加强基层农村和乡镇巡查&

此外" 三亚在对农村宅
基地确权" 合理架构方面也
给予了放开" 但对小产权房
等违法建筑是要坚决严厉打
击" 因为小产权房扰乱了房
地产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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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缓解交通拥堵
这一城市通病时"王勇表示"

今年三亚将结合旧城改造"

加大断头路%循环路%停车场
的改造& $%&&年"三亚将有&%

多条断头路要打通" 并改造
两座桥梁&其中"一座桥今年
完工"一座桥今年开工拓宽"

以加大通车量& 三亚将在今
年内完成对易诱发交通堵塞
的创业%下洋田等'个交通环
岛的改造" 迎宾路和交协加
油站等(个路口规划"增设红
绿灯灯控系统" 以及扩建改
造羊栏路段% 金鸡岭路延长
段的工作&此外"还将采取加
快路外停车设施建设" 着力
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进一步
解决路口诱导能力弱的问
题" 积极推行交通停车收费
等交通管理对策" 合理调节
城市交通流等措施&

王勇表示"从外围来看"

三亚是长条形的城市" 市区
有两条河" 从景观来说是好
事"但对交通地形不利&三亚
绕城公路力争今年)%月份竣
工通车" 这样许多车辆就不
用进入市区" 从而缓解交通
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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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涛说"海口%三亚的
交通拥堵问题给澄迈很大的
启发& 澄迈县是全省的车改
试点县" 许多人都有了私家
车" 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面
临交通拥堵的问题&

杨思涛认为"交通拥堵
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造
成& 首先是城市规划不科
学"路网建设不到位& 城市
有许多的断头路" 血液循
环自然就不畅& 所以城市

规划建设宁愿超前也不要
落后& 其次是惩罚机制不
严不健全" 许多人交通违
章惩罚力度不够& 第三是
交通文明意识薄弱& 所以
要避免交通拥堵问题变得
严重"三管齐下是必要的&

各市县的房地产热也开
始兴起" 如何避免违法建筑
萌生)杨思涛认为"违法建筑
之所以增多" 主要是管理不
到位" 执法部门没有严格要
求管好" 有的甚至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盖房子不是
一天盖起来的" 如果等房子
建成之后再去拆" 行政成本
和社会成本都比较大&

*一个违法建筑少则几
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之所以
有人敢冒这个险" 我认为是
人情在起作用& ' 杨思涛认
为"现在执法部门以罚代管"

有些违法建筑盖起来了"罚
点钱这个事就摆平了& 违法
建筑要彻底解决" 除了城市
规划要科学"就是执法要严"

只要是违法建筑就坚决拆
除" 今后就没人敢轻易冒这
个险&

冀文林表示"*十二五'

期间"政府下决心做好*三件
事'&一是打通断头路& 政府
今年下决心打通五条断头
路"把城市的路网贯通"打造
同时空间%海上%陆上*三位
一体'的交通"形成畅通便捷
的交通体系& 从目前工作进
展来看" 解决断头路的资金
已到位"规划已预留了空间"

前期工作也已展开& 在路网
建设上"*十二五' 的投入将

增加到'%%亿元&

此外" 海口市将抓紧现
有港口滚装客运% 散装货运
和集装箱货运转移到城外"

加紧推进美兰机场二期"马
村港二期" 新海滚装客运港
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旅客
零距离换乘工程&

二是切实落实公交优先
战略&冀文林表示"海口城市
公交大巴车才*+,多辆"远远
不能满足市民出行的需要"

与发达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今年" 政府将在公交场站建
设%公交车投放%公交线路优
化% 公交体制改革等方面下
大力气& 首先要让公交车在
市区内普及" 让百姓坐上安
全舒适% 准时文明的公共交
通工具&海口力争&年后公交
分担率提高到$%-&

三是交通管理上水准&

冀文林表示" 基础设施建得
再好" 没有好的管理还是一
片混乱& 海口将改进优化管
理手段和方式" 创新管理模
式"加强教育"增强市民文明
意识"让民警多在路面执勤&

如何迅速有效地做好旧
城改造" 已成为省会城市和
旅游重点城市急待解决的普
遍性课题& 省人大代表邢诒
川建议"旧城改造加强监管"

提前做好征收方案的确认工
作"防止突击抢建违建&大胆
引进社会资金" 丰富旧城改
造模式"加快旧城改造进程&

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市场运作'的多种模式"在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允
许企业等社会性资金参与旧
城改造工程" 加快旧城改造
步伐&出台优惠政策"把旧城
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 在制定征收补偿等相关
配套政策时向旧城区的居民
倾斜" 在征地和搬迁过程中
维护好搬迁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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