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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蓝色海湾 营造绿色空间

海口成为全国首批“湾长制”试点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胡诚
勇 实习生崔阳）10 月 11 日，海口市收到
《国家海洋局关于海口市“湾长制”试点工
作方案的批复》，原则上同意 《海南省海口
市“湾长制”试点工作方案》，标志着海口
市正式成为全国首批“湾长制”试点城市。
《批复》 要求，海口市接下来要进一步
梳理工作任务、聚焦重点，进一步摸清环
境家底，加强监测，及时评价海洋环境质
量；同时，做好与“河长制”等工作的衔
接，强化各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
据了解，海口市“湾长制”试点将以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维护海洋生态安
全、促进海湾可持续利用和持续发展为目
标，创新管理机制，解决海洋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建立健全陆海统筹、河海兼顾、
上下联动、协同共治的海湾治理新制度。
根据海口市制定的初步方案，2017 年
—2019 年，在全市建立“湾长制”工作机
制，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提升海洋生
态服务功能，美化海岸景观，强化海洋防
灾减灾能力，引导建立适度有序的海湾空
间布局体系和绿色循环低碳的海洋产业布
局体系，严守海洋环境质量安全底线、生

态功能保障基线和海洋资源利用上线，打
造“透绿见蓝、透光见海、透水见鱼”湾
美物丰、民乐宜居的蓝色海湾。
当前，海口市管辖海域包括金沙湾、
海 口 湾 和 铺 前 湾 ， 海 域 面 积 830 平 方 公
里、海岸线长 136.2 公里，全市海洋生态
环境优越、海洋生物资源富饶、海岛和港
湾数量众多、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全
国连片面积最大的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
未来，海口市将建立空间规划“一张
图”
，推进涉海相关空间规划与海洋空间规

《海口市南渡江两岸城市设计》正在编制中

争取将南渡江打造成海口新名片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党朝峰）
日前，有市民反映海口南渡江两岸夜晚漆黑
和杂草丛生的问题，引起了海口市规划局的
重视。据了解，目前规划局正组织编制 《海
口市南渡江两岸城市设计》，全面梳理南渡
江两岸城市特色形态，下一步规划局将按照
南渡江两岸城市设计的管控要求，加强对两
岸建筑风貌的管控，争取将南渡江打造成海
口的新名片。
据了解，滨江路南渡江堤岸自建好以
后，虽然还没有全部贯通，但附近居民都喜
欢在堤岸上散步跑步。可是堤岸下面沿着南
渡江的岸边风景太差，夜晚一片漆黑、杂草
丛生。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好好规划南渡江岸
边的风景建设，早日达成建设滨江滨海花园

城市的目标。
对此，海口市规划局回应，按照海口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一江两岸、东西双
港驱动、南北协调发展”总体思路，目前海
口市正在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打造“双创”
升级版，治理城市顽疾，补齐城市短板，优
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活力，改善民生保
障，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城市体系，在
整体、系统、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形
成全国示范，塑造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
新形象。
针对市民提出的南渡江两岸夜晚一片漆
黑、杂草丛生等问题，是城市更新工作的整
治内容之一。根据城市更新工作部署，规划
局正在组织中规院编制 《海口市南渡江两岸

城市设计》，本着“还景于民、还水于民、
还绿于民”的基本原则，结合南渡江两岸规
划布局及实际用地报批、开发建设情况，全
面梳理南渡江两岸城市特色形态，明确南渡
江沿线各区段的主题目标和城市设计管控的
总体通则；针对南渡江沿线不同区段特点和
土地开发建设情况，重点针对两岸 （南渡江
城市段） 划定“城市更新单元”，制定城市
设计管控导则。
下一步，规划局将按照南渡江两岸城市
设计的管控要求，加强对两岸建筑风貌的管
控，改善南渡江沿线周边地区环境面貌，完
善功能设施，挖掘文化内涵，推动城市健康
可持续发展，争取将南渡江打造成海口的新
名片。

划的协调一致，落实“多规合一”
。完善海
湾空间资源利用规划体系，防控海湾外来
入侵物种等。
此外，实施空间资源规划，坚持“陆
海统筹”、“海澄文”一体，削减五源河、
丘海大道泄洪沟和龙昆沟的入海排放量，
联动落实“多规合一”；严格管控陆源入海
污染，推进城市污水管网排查修复和雨污
分流，控制海水养殖污染，加强养殖污水
处理；控制船舶排污污染，严格管理游
轮、货轮等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等的
排放活动，促进渔船集中停放。

我省 7 个项目拟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王子遥）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获
悉，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评
估，拟选定我省五指山市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定安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万宁市六连岭革命
遗址、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
陵园、临高角解放海南纪念塑像热
血丰碑及解放纪念园、海南岛抵抗
外来侵略纪念景区 （海口市秀英炮
台）、海南岛抵抗外来侵略纪念景
区 （昌江铁矿死难矿工纪念碑） 7
个项目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三期总体方案。
根据方案，项目建设将主要支
持入选的各红色旅游景区项目所必
须的旅游公路、景区步行道、露天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高标准
打造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喜迎十九大
2017 第二届大致坡琼
剧文化节颁奖盛典举行

琼剧名家登台演绎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易帆）10 月 11 日晚，“喜迎十九
大——记得住乡愁”2017 第二届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颁奖盛典在海
口举行。
据了解，经过四个月近五十
场竞演和评委评定，共有 36 个专
业和业余剧团及 40 名演员入围，
共 产 生 包 括 专 业 组 和 业 余 组 一、
二、三等团体及各单项奖共计 35
个奖项。
阮丹青、黄剑分别获得唱段
大赛专业组和业余组第一名。海
口市琼山区琼剧演艺有限公司的
《护国皇后》、海口市琼剧演艺有
限公司的 《伦文叙》 与琼海市琼
剧研究展演团的 《孟丽君》 分别
摘得专业组一、二、三等奖。业
余组一等奖由万宁艺花琼剧团
《花开富贵家》 摘得。
除此之外，颁奖晚会更有琼
剧名家登台演绎，让琼剧迷们过
足戏瘾，共享琼剧盛宴。

我省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群众文艺演出

展现海南之美 海南之好 海南之新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谭琦）11 日
下午，“建设美好新海南——海南省喜迎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群众文艺演出”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激情唱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肖莺子出
席活动。
文艺演出一共分为三个篇章：美画卷、好
生活、新航程。文艺演出紧紧围绕“建设美好
新海南”的主题，从“美”
、“好”
、“新”三个
方面展现了海南之美、海南之好、海南之新，
通过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歌曲，用质朴的乡

音唱出了海南人民的真实心声，热情赞颂在党
的领导下海南的改革与发展。
该文艺演出由省内外多个优秀表演团队联
合演出，演职人员近 1000 人，其中 90%以上
演员都是普通群众。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国
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王莉、黄华丽，著
名美声歌唱家张英席等艺术家献唱。
该文艺演出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陵水县委县政府主办，旅游卫视承
办。节目将于 16 日 20：00 在旅游卫视播出。

“诗乡歌海 情调儋州”文艺晚会获好评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梁振文）日
前，“诗乡歌海 情调儋州”——2017 年儋州
市喜迎十九大调声广场文艺晚会在儋州上演，
整场晚会独具匠心，给予观众精彩绝伦的视觉
盛宴，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据了解，本次调声广场文艺演出，以弘扬
儋州传统文化、建设美好新儋州为主题，喜迎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彰显儋州调声风采。节

目融合了儋州调声原创作品演唱、儋州调声服
饰走秀、儋州调声作品展演等内容。
当天晚会不仅现场观众能观赏，还进行同
步网络直播。远在吉林长春读书的儋州学生吴
菊妍在观看直播后满是激动，她说，晚会让她
回忆起家乡的味道，看着家乡一天天变化她感
到非常欣喜，她要把儋州的历史文化介绍给身
边更多的人。

专家学者齐聚海口

探讨琼剧传承与发展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易帆）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10 月 11 日上午，“记得住乡
愁——琼剧传承与发展”座谈会在
海口举行。我省琼剧界专家、学者
及文艺界人士、著名琼剧表演艺术
家、获奖剧目主创人员集聚一堂，
围绕“琼剧的传承与发展”，交流
研讨如何传承发扬琼剧戏曲艺术。
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在
会上提出，琼剧的发展，不仅要培
养喜欢琼剧的观众，琼剧还要逐渐
进入到专业院校学习，编写琼剧教
材，琼剧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传承
下去。陈素珍作为梅花奖获得者、
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她在会上建
议政府联合业界共同打造琼剧人才
培养平台，成立用于琼剧剧本创作
的专项基金会等。此外，海口市琼
剧团团长吕进以剧团的运营现状，
谈琼剧发展的难点和困惑，他认为
琼剧团体担负着创作、排演琼剧、
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等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