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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夸大

崇洋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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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亚读本

怪异难懂

6 月底前将清理 19 处“任性”地名

你家小区的“洋名”要改了
一个只有 2 栋楼的小区命名
为公馆，称呼多年的“狗岭”飞上
枝头变“凤凰岭”，解放路上的中
央大道商城，游客分不清哪个才
是道路……近日，记者在三亚走
访发现，这些“任性”的地名随处
可见。对此，三亚民政部门相关
负责人称，6 月底前，三亚将清理
整治 19 处“大、洋、怪”地名（即刻
意夸大、崇洋媚外、怪异难懂）。
□南国都市报记者 谭琦 文/图

记者调查

18 日上午，记者在三亚市内走访发现，一
些“大、洋、怪”的地名较为普遍。在天涯区
新城路上的一家购物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中
英 文 混 搭 的 “ 怪 ” 地 名 ，“ 美 丽 MALL”
（MALL 可翻译为购物商场）的大招牌竖立在广
场上，这是鲁能三亚湾的一个商场，里面开设
有超市等其他便民的商店。“我们把这里叫升
升超市，不知道叫什么广场。”附近的居民伊
女士说。
而在住宅小区的名字上，“崇洋媚外”的
现象则较为普遍。“地中海湾”、“澳洲城”、
“卓达东方哈马”、“维多利亚”，这些听起来很
“洋气”的名字多是住宅小区。还有一些小区
起名更是“头小帽子大”，一些楼盘动辄起名
“国际公馆”、“国际银座”、“总统公寓”，但实
际上是规模较小、只有几栋楼的小区，有些甚
至只有一栋楼。
“今晚到解放路上的中央大道吃饭。”游客

部门回应

解放路上中央大道的牌子。

中国电子商会代表团

访问三亚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天宇）18 日下午，中国电子商会
会员企业代表团到访三亚，与三亚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进
行了项目对接洽谈会。
洽谈会上，三亚市现代服务
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
向大家介绍了三亚市海棠区的总
体规划及发展信息产业在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随后，与会企业代表们纷纷介绍
了各自企业的运营情况及落地海
棠湾信息产业园的基本思路与发
展设想。
据悉，去年 3 月，中国电子商
会就与海南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
园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双方确定了在海棠湾打造“中国
电子商会海南会员创新服务基
地”的战略目标。基地将通过有
序 引 进 以 软 件 开 发 、 通 讯 产 业、
电子商务等优质会员企业进驻为
支撑，以搭建完整的电子信息产
业生态链为愿景，最终在琼打造
一座具备细分领域产业特色的专
业化开放型园区。

住宅小区爱取“洋名”有楼盘叫“总统公寓”
小顾从西安来三亚游玩，多年没见的好友约他
吃泰国菜，他心里除了开心外还有疑问：饭馆
是在解放路还是中央大道？小顾打车到达目的
地后才发现，原来中央大道是一个地下商场，
解放路才是道路，真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据了解，中央大道是 5 月才开始营业的一
个地下商业街，地处三亚主干道解放路最繁华
的中段地下，商业街内有超市和不少餐饮店。
“一个商业街的名字怎么会叫做中央大道呢？”
小顾觉得好气又好笑，中央大道听起来更像是
城市市中心道路的名字，却没想到是个商场。
小顾觉得，这个名字还是改掉的好。
但一些小区的业主对改名却有不同的看
法。“我打车说中央海岸哪个司机都知道，要
是改成别的名字，别人还不一定知道。”小区
的业主黄女士说，自己已经住在小区一段时
间了，一下子说要把小区名字改了，今后出行
的便利性可能会降低，还是很难接受。

不规范地名整改 今年 6 月前将完成

“三亚要打造全域旅游，也为了方便市民
游客的出行，今年 6 月底前我们要完成市内 19
处不规范地名的整治工作。”三亚民政局基层
政权与区划地名科科长郑鹏介绍道，地名是一
个城市文化的载体，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名
片”。部分地名“大、洋、怪、重”的乱象会
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既无法提供有效的辨识性，也损害了当地的文
化特质。“不规范地名存在的原因主要和商家
追求利益有关。”郑鹏坦言称，部分商家为了
吸引眼球，将名字起得“高大上”，同时也缺
乏规范命名的意识和观念。另外，各职能部门
在命名审批时的沟通和联动也有待加强，这些

都是不规范地名屡改屡犯的原因。
“下一步，我们计划出台 《三亚地名管理
办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地名的立名和
更名。”郑鹏透露，接下来将逐步地完善市内
的地名标示和导向牌的建设，按照区域、道路
及建筑物的功能特点分门别类地设置地名标
志，构建科学合理、城乡一体化、纵横网格
化、功能集约化的地名标志体系。未来，三亚
还将建立地名数据库，将全市的地名收录在
册，并利用数据开发应用，市民和游客可以通
过应用查询三亚市内的景点、交通线路等信
息，还将结合全域旅游打造三亚的专属旅游地
图。

1岁小孩将自己反锁屋内
三亚消防成功救援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
讯员 王通彬）18 日 12 时 43 分，三亚市公安消
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三亚市荔枝沟
路怡和豪庭小区内有一名小孩被困在房间内出
不来，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警勤中队
出动 1 辆消防车，
6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了解到，一名 1 岁多
的小孩在玩耍时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面，没多久便大哭了起来，家里大人发现后立即
尝试开门，但由于门锁被反锁无法打开，便第一
时间拨打了 119 报警电话。
消防官兵立即使用锤子和螺丝刀等破拆工
具将门锁破坏掉，
5 分钟后小孩成功脱险。
三亚消防提醒：如果孩子意外被反锁在家
里，就一边跟孩子交流，一边赶紧拨打 119 报警
电话等待救援，
大人不慌乱，孩子才不会害怕。

临春棚改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最高可奖 1 万元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孙学新）三
亚吉阳区临春棚改项目正有序开展，记者 18
日从棚改办了解到，对临春棚改过程中非法骗
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存在违建抢建等不正
之风的行为，将实行举报有奖制度。
为及时纠正棚户区改造项目过程中非法骗
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等不正之风，杜绝腐败
问题，临春棚改办鼓励市民参与监督、举报违

规违法行为，举报内容受理范围包括：以本村村
民名义冒领外来户房屋的；房屋人提供虚假人
口信息等资料的；房屋丈量中，村民串通棚改工
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等。
棚改办在临春居委会和临春棚改办公室设
立举报箱，并设置了举报电话：18389491752。
一经核查属实，且符合奖励条件的，视情节情
况，
给予举报人 1000-10000 元不等的奖励。

三亚清理整治
不规范地名清单
建筑物名称

整改依据

中央大道

涉“大”

国航帕尔美纳

涉“洋”

嘉和海景国际公馆

涉“大”

鲁能三亚湾
美丽 MALL

涉“怪”

海居国际

涉“大”

铂金宫殿

涉“洋”

东和·中央海岸

涉“大”

三亚·地中海湾

涉“洋”

三亚凤凰岭
海誓山盟景区

非法改名

金手指·三亚一号

涉“大”

亚龙湾 1 号
三永凤凰国际银座

涉“大”
涉“洋”

中铁·澳洲城

涉“洋”

福瑞国际公馆

涉“大”

卓达东方巴哈马

涉“洋”

远洋奥林匹克公馆

涉“大”

总统公寓

涉“大”

维多利亚

涉“洋”

鸿港新 MALL 城

涉“怪”

注：
（
“大”即刻意夸大、
“洋”
即崇洋媚外、
“怪”即怪异难懂）

三亚获年度可持续
发展低碳城市奖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8 日 讯（记
者 王天宇）18 日，第十二届世界低
碳城市联盟大会暨低碳城市发展论
坛在三亚召开。来自全球上百名行
业精英、世界五百强企业、知名央
企、低碳专家汇聚鹿城，共话“低
碳”。论坛为三亚在低碳领域的卓
越表现，颁发年度可持续发展低碳
城市奖，同时，三亚市人民政府、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世界低碳城市
联盟达成了三方战略合作，三方将
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力建
设、海南三亚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设
立、碳排放权交易及其他各项业务
展开深度合作。
据介绍，本次会议最大亮点之
一是“零碳会议”。会议首次启动
了“碳中和”项目，会议期间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通过深圳排放
权交易所平台购买 CCER（中国核
证减排量）进行抵消，实现本次论
坛的“零碳排放”。
中国的三亚市与福州市，与英
国爱丁堡市，芬兰艾斯堡市，因在低
碳领域表现出卓越竞争力，获得年
度可持续发展低碳城市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