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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自1987年设立为地级市，30年的快
速发展，已从滨海小渔村发展为海南南部中心城

山体林地是三亚生态体系的根脉，城市的快

市。然而城市基础差、底子薄，长期以来外延

速扩张，导致山体林地生态系统遭受一定程度的

式无序扩张、追赶式野蛮生长，形成建筑风貌失

破坏。截至2014年底，全市共有废弃矿坑55个，

控、违法建筑蔓延、生态环境破坏、道路交通

受损山体面积达105万平方米。特别是位于绕城高

拥堵等“城市病”，成为制约城市持续发展的

速公路沿线、城市入口处的抱坡岭，6.3万平方米

瓶颈。

裸露的山体岩石成为三亚城市难看的“伤疤”。

山坡地，黄土裸露、水土流失严

三亚积极争取成为全国城

重，形成扎眼的“帽子山”。一

文明确将三亚列为全国首个
“双修”（城市修补、生态
修复）“双城”（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综合
试点城市。自此，三亚市遵

黄
/ 媛 艳 （《海南日报》记者）

循城市发展规律，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

﹃双修﹄工作没有先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

例，三亚只能﹃摸着

市转型发展试点市；同年6

石头过河﹄

文

三亚﹃双修﹄：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建设，自2015年4月开始，

些开发商及不法分子毁林建房、
劈山建房，严重影响山林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
河流水系是三亚城市的灵
魂，全市有三亚河、宁远河、藤
桥河三大水系，特别是三亚河从
中心城区穿过，大小湿地沿河梯
次分布，红树林郁郁葱葱，是三
亚独有的城市景观。然而30年

心，举全市之力推进“双

来，侵占河道、阻断水系、填埋

修”工作和“双修升级版”

湿地、砍伐红树林现象比比皆

工作；整治城市发展乱象，

是，每逢暴雨，大水漫城，甚至

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实现

有市民戏称“逢雨看海”。只有

从“乱”到“治”的重大转变；城乡布局继续优

数十千米长的“母亲河”——三亚河两岸分布着

化，城市功能逐渐完善，城市品质持续提升，百

250多家养殖场、399处排污口，大量的面源污染

姓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和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河，部分河段水体氨氮、

“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这是
很多人对三亚的印象。作为一座专业化的旅游城
市，三亚每年接待超过1600万人次的国内外游
客，但城市环境和品质却难以与“椰风海韵”相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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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573平方千米的芒果等经济林地大部分种植在

为了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一、“双修”试点缘何选择三亚

32

（一）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总磷严重超标，曾经清澈的河水变质为黑臭水
体。2015年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三亚河污染
导致出现大量死鱼现象。
岸线沙滩是三亚城市的名片，这张“名片”
却已沾染暗色，30多家涉海企业占用3.5千米岸
线，102个排污口直排污水入海，三亚湾、亚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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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专业化的旅游城市，三亚每年接待超过1600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但曾经
的城市环境和品质却难以与“椰风海韵”相匹配。

等岸线的自然沙生植被体系被人为铲除。截至2014年底，全市有22千米的岸线受到不同程度侵蚀，

审批中，涉及建筑高度调整的占到30%以上，出现高楼林立、棚户交织的现象，天际线无章可循，广

部分沙滩泥化黑化甚至消失，海滩岩裸露触目惊心。

告牌匾杂乱无章，夜景灯光色彩与风格不统一、不协调。

（二）城市风貌出现失序
急速拉伸城镇骨架的近30年“跨栏跑”中，由于城市规划执行不力、管控不严，违法建筑屡禁

路，但道路的市政化改造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了机非不分，全市应实行机非分离的道路为309千米，

不止。截至2014年底，全市存量违建超过1000万平方米，大量违建挤占了城市的发展空间，侵占了

目前未实现机非分离的道路占85%。空中电力、通讯等网线杂乱交错，地下管网缺失，全市530千米

湿地、河道、耕地，污染了水体，破坏了环境，成为对三亚城市发展危害最大的毒瘤。

管道未实现雨污分流，占总管道的74%，城市排水管网自挖自建，污水直接排河排海。停车位不足，

同时，城市的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仅迎宾路城区3千米路段两侧就存在
东南亚、西班牙等4种以上建筑风格，存在“大洋怪”建筑。建筑高度随意调整，2014年建设项目

34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也严重滞后。迎宾路、金鸡岭路、解放路等原来的县际公路都变成城市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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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交通秩序混乱，直接导致“微循环”不畅，春节等重大节日常出现交通拥
堵。城中村、背街小巷卫生“脏乱差”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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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修﹄试点
缘何选择三亚

三亚抱坡岭。
——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修复前的﹃秃头山﹄

【城市风貌出现失序】

建筑高度随意调整的现象严重。

【多重压力倒逼改变】

多年来的乱象使三亚面临着来自各个
层面的多重压力。

（三）多重压力倒逼改变
三亚是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三亚机场将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国
际门户枢纽机场，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博鳌论坛年会等不少国际会议相继在三亚召开。然而，
存在的诸多城市乱象，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打造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
市的目标定位格格不入。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三亚城市乱象的诟病很多，广大市民对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反映强烈，三亚市面临着来自中央、省内、社会、自身发展等各个层面的多重压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表示，三亚已处于城市发展的第五阶段，它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问
题，欠下了生态账、城市建设账、民生账等。但三亚又是一块不可再生的独特资源，它具有唯一性，
山、海、河、湿地、气候等各方面的资源禀赋是独特的。作为唯一的、休闲的、居住的、半居住的、高
度开放的城市，三亚是整个东北亚、东北欧亚大陆的旅游地，各种国际会议在三亚召开，建设得好不
好，是由世界人民来感受的，三亚是世界的，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繁荣发展的机遇。三亚是一个新兴城

三亚的资源禀赋独特，拥有更多繁荣发展的机遇，具有极好的成长性。它承载了自身
和外部的成长性激励，为了城市的远期发展，需要依靠城市“双修”来边发展、边收
拾、边修复。

市，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很少，其发展的标准是当代的、当期的，具有极好的成长性，国家要求三亚发
展，同时三亚也具有发展的需求，它承载了自身和外部的成长性激励，为了城市的远期发展，需要依靠
城市“双修”来边发展、边收拾、边修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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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

增设

完善

污水处理厂

污水提升泵站

污水管网

（一）以治理内河水系为中心，修复城
市生态体系
三亚河是连接山、海、河生态体系的纽

二、城市“双修”的三亚经验
“双修”工作没有先例，三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2015年以来，三亚生态修复着重完成山、
海、河生态体系修复三大任务；城市修补打响“违法建筑拆除、广告牌匾整治、城市绿化提升、亮化改
造、色彩协调、天际线管控”六大战役。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三亚“双修”取得阶段性成果：山
变绿了、水变清了、白鹭多了，中华白海豚群时隔多年重现三亚湾，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2016年12月，全国“双修”工作现场会在三亚召开后，为进一步深化“双修”工作，三亚提出“双

修复的任务最急迫，难度也最大。三亚从截
污纳管入手，通过完善污水管网，增设污水
提升泵站，扩建污水处理厂，建立起一套比
较完备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主城区污水处
理能力提升了一倍。
截至2016年底，全市新建污水管网120

修升级版”。一是力度加大，全市安排 “双修”项目比去年增加了24个；二是将“双修”范围从城区

千米、雨水管网25千米、中水管网36千米，

延伸至全市；三是丰富“双修”内涵，将棚改纳入“双修”；四是将“双修”与发展产业协同推进；五

疏通清理污水管网438千米，增加或改造移

是“双修”从硬件建设为主向硬件软件并重转变，旨在让三亚生态更优、环境更美、城市更亮、实力更

主城区污水处理能力

强、功能更完善、老百姓受益更多。

带，在生态修复三大任务当中，三亚河生态

提升了一倍

动式污水处理站28座，先后封堵沿河排污口
300多处，整治沿河污染源374处，查处违法
排污单位36家，基本解决污水直接排河，河流
水质持续好转，部分河段已由地表水劣五类提
升为三类，有的河段水质甚至达到二类标准。
同时，三亚通过建设东岸湿地公园、红
树林生态公园、金鸡岭生态公园、丰兴隆生
态公园，打通东岸湿地和三亚河的连接，加
快恢复三亚河的生态体系，提升河水自净能
力。工作中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中心城
区划定了20.3平方千米的试点区域，建设海
绵道路、海绵小区、海绵学校。两次台风过
境降雨量达到200毫米的情况下，城区主要
道路“逢雨看海”的场景没有出现。
以三亚河上游的8处受损山体为山体修
复的重点，三亚对不同山体采取了不同的技
术手法，截至2016年底，复绿面积23.7万
平方米。特别是完成了抱坡岭废弃石灰岩矿
山治理恢复工程，破损的山体得到修复和绿
化，面貌焕然一新。三亚积极推广生态果园

修复后的三亚抱坡岭。

种植技术，加快“退果还林”进度，补植养
护“退果还林”2.34平方千米，昔日残破不

三亚东岸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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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秃头山重披“绿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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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除 三 亚湾、亚龙湾侵占海岸线的违法建筑

三 亚 湾 累计补沙

2 2 .3万

5. 5万

平方米

立方米

修复海岸线

15

完 成 沙 生 植被保护和生态恢复工程

2.6

千米

千米

法建筑765万平方米，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事件。

复工作明确区域的整体生态格局和重要的生态敏

住房城乡建设部时任部长陈政高点赞三亚拆违工

感地区，结合历年来生态环境演变情况，确定重

作，指出全国地市一级城市中三亚力度最大。通

点修复内容；城市修补工作也是依据城市总体规

过拆违，腾出土地约3.5平方千米，有力地支持绿

划确定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山、河、城、海相

化扩容、城市更新、产业发展。

融合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进而确定城市高度形

三亚全面整治杂乱无章的广告牌匾，拆除违

态、建筑色彩风貌，以及城市绿地景观、公共空

规设置和已经到期的高立柱广告牌150块，拆除违

间、视线通廊、夜景照明灯系统的总体要求，从

规广告牌匾5600多块，城市视觉污染得到有效清

整体系统上全面统筹，以“城市形态、城市色彩

理。该市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三

及立面、广告牌匾、绿地景观、夜景照明、违章

亚市构筑物管理办法》和《三亚市户外广告设置

建筑拆除”六大方面为城市修补重点，考虑综合

技术标准》，明确不再审批商业性质的高立柱广

性、时效性，明确“一湾、两河、三路”地区作

告，并对户外广告的位置、尺寸、材质、色彩、

为近期“双修”重点区域，通过重点实施性项目

风格、灯光、字体等提出控制引导要求。

来落实。

（ 三）以强化整体推进为重点，优化城市风
貌形态
抓工作需要抓住“牛鼻子”，三亚生态修

以海南省开展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查为契

到明显优化，海水一类水质已提升到98%以上。珊瑚

机，三亚重点强化海岸线修复。截至2016年底拆除

礁覆盖率快速提升，其中小东海片区的珊瑚礁覆盖率

三亚湾、亚龙湾侵占海岸线的违法建筑5.5万平方

由2014年的1.5%提升至14.1%。

米，三亚湾累计补沙22.3万立方米，修复了2.6千米
海岸线，完成了15千米的沙生植被保护和生态恢复工

40

编制了《三亚市城市风貌总体规划》，确定城市
建筑主色调，制定城市天际线和城市空间界面的

（二）以打击违法建筑为关键，破解城市修补
难题

程，沙滩泥化和岸线侵蚀现象得到缓解。亚龙湾青梅

违建涉及利益复杂，打击违建是块难啃的“硬骨

港红树林修复工程、海棠湾海边慢行栈道工程也已建

头”，三亚却将其作为城市修补六大战役的关键来破

成。清理三亚河口附近的沉船和无主船52艘、浮排

题，东岸村、海坡村等违建聚集地成为主战场。依托

48个，搬迁各类船舶近千艘，三亚西部的崖州中心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三亚按照时

渔港启用。加强污水排海整治，封堵直排入海的污水

间节点，坚持对违建“严查存量、严禁增量”，各区

口，三亚河口、海岸带和主城区范围内的海域环境得

各部门明确任务，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拆除各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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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城市空间形态和建筑色彩管控，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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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部政府规章以及14项部门管理规定，确保“双
修”在规划、建设、管理上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双修”工作如城市发展一样，不可能一蹴而
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要遵从城市的发展规律
和节奏，又要在不同周期内进行及时的跟踪引导，

以“暖白浅灰、清新淡雅、热带风情”为设计风格的三亚解放
路示范段骑楼风貌。

以确保各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按照“近期治乱增
绿、中期更新提升、远景增光添彩”的时序，三亚
将动态推进、渐进实施的工作方法融入实践当中。
在城市发展目标的导向下，三亚“双修”规划中期
将进一步关注整体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功能的修补
和完善、城市交通系统修补和管理、城市文脉的延

管控细则，建立数字化三维模型审批平台，强化
城市界面形态、建筑高度等的空间管控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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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实施“多规合一”为统领，健全城
市建设规矩

规划重在实践，如三亚在最繁华的解放路选取了

“双修”工作不止于物质空间，还应依赖

842米长的路段作为示范段，开展综合环境整治、

于一个思路清晰的整体规划引领。三亚抓住海南

建筑外立面改造、道路功能提升和业态优化调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的契机，“一张蓝图干到

整，塑造了“暖白浅灰、清新淡雅、热带风情”

底”，划定山、海、河、林、田等生态红线，划

的南洋骑楼风格特色风貌。为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定产业园区和水、电、路、气、光等“五网”基

和景观功能，三亚编制了《三亚市绿道系统专项

础设施的建设范围，协调各类规划的冲突，优化

规划》。置换房地产用地建公园，叫停酒店项目

城市的空间布局。在“多规合一”的框架下，编

建公园，建设14.5千米长的月川生态绿道，沿三

制了《三亚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总体规划》等6

亚河把多个公园以及居民小区串联起来，形成了

项规划，以城市设计的思路和方法，从整体上对

“两河七园”城市中心公园带；“打响公园保卫

城市“双修”进行布局引导；编制了村庄建设规

战”， 先后收回并对市民开放7个城市公园。升级

划，积极开展全市土地和房屋普查，简化、理顺

改造凤凰路、迎宾路、榆亚路三条城市主干道，

农村建房报建程序。

截至2016年底全市新增绿地面积287万平方米。

截至2016年底，三亚利用地方立法权，相

为规范城市夜景灯光的色彩和风格，三亚编制了

继制定出台了《三亚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

《三亚市城市夜景照明专项规划》，以三亚湾城

《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和《三亚市河道生态保

市立面、三亚河两侧以及几条城市主干道为载

护管理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制定了《三亚市

体，打造城市夜晚“金色屋顶”。

海岸带保护规定》《三亚湾滨海公园保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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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等方面工作。远期则将进一步结合三亚市的地域
文化特色以及重要的公共性场所和项目建设，围绕
精品城市建设，通过“双修”理念的贯彻实施，力
争形成更多的城市亮点和活力点。
自2016年底开始，三亚提出“双修升级版”概
念，提升“双修”标准要求，安排涉及山体修复、
河流治污、公园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等内容的42
个“双修”项目，计划拆违200万平方米，并推进
“零违建”社区、行政村创建；启动全市491个自然
村的污水治理，完成33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升级等，
将“双修”从城区延伸至全市；不断丰富“双修”
内涵，启动32个棚改项目，进一步改善群众居住
条件，盘活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提升城市形象品
位；“双修”与发展产业协同推进，以重点项目为
抓手，大力推进亚特兰蒂斯等项目建设，扩大投资
规模，培育壮大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从硬件
建设为主向硬件软件并重转变，大力推进“创文巩
卫”，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保护城市文脉，持续推
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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