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也能奏响名曲
无独有偶，位于北部生态廊道

榕山大桥段的音乐公路，很好地融
入音乐艺术的元素，将道路打造成
旅游打卡点。当车辆驶过，音乐公
路便开启“播放模式”，奏响经典名
曲《茉莉花》。

“我们利用专业的设备，在桥
上刻出长宽不一的凹槽，当车速达
到 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通过轮
胎与凹槽摩擦震动，就能发出悦耳
的旋律。”姚建明说。

为提升旅游景区的形象和品

位，今年，实验区还利用北部生态
廊道及沿线驿站、观景平台等公共
空间设施，布设音乐艺术装置、音
乐露台、音乐图腾等场景，让音乐
和色彩融入道路。在环白青生态
廊道，也通过彩色标线、墙体彩绘
等方式，打造旅游公路，地面设置

“岚道”品牌形象石，突出个性化道
路引导。

“音乐和色彩都是艺术化的东
西，搭配在一起很棒，让人赏心悦
目。”游客李昭昭说。

目前，实验区旅游文体局也正
在牵头推进全岛标识标牌提升工
作，重点对石牌洋、仙人井、南寨
山、将军山、坛南湾、68海里景区
相关标识标牌进行提升，计划今年
12月底完工。

旅游品质提升旅游品质提升

黑红 榜榜

点评：建立旅游纠纷化解协同合作机制，是部门
有效联动，高效化解旅游纠纷较好方式；是服务游客，
提升游客体验感较好抓手；是打造“放心来、自
在游”国际旅游岛的主动作为。下一步，实验
区法院将主动配合、精准协作，从源头做好平
潭旅游纠纷化解工作，为实验区打造“国际风
范、青春时尚”的国际旅游岛贡献法治力量。

（实验区法院）

健全旅游纠纷化解协作机制
满足多元旅游服务需求

近日，在北港村旅游解纷联
动中心，实验区法院联合市场监
管局、旅游文体局、台湾工作部
召开旅游纠纷多元化解座谈会，
进一步深化多部门合作，高效化
解旅游纠纷。

座谈会上，与会单位就进一
步深化合作，共同建立联合协作
机制进行讨论。各单位一致认
为，要以完善“北港村旅游解纷

联动中心”为契机，结合各自职
能，主动作为，靠前联动，形成部
门合力，以应对日益多元的旅游
服务需求。同时，落实好旅游纠
纷“先行垫付、代位追偿”协同合
作机制，注重发挥机制体制创新
作用，及时、高效化解旅游纠纷，
助力实验区全域旅游品质提升，
为实验区打造“放心来、自在游”
的国际旅游岛保驾护航。

榜
红

□融媒体记者 林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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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诗意美景诗意美景““在路上在路上””

人防+物防+技防

平潭筑牢疫情防控“海上防线”
□融媒体记者 林小玉/文 江信恒/摄

分析出港渔船行动，处理系
统报警信息……21日下午，海上
平潭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
乡镇船舶监管系统，实时分析平
潭船舶 作业区域里的船舶轨
迹。今年 8月，该系统正式上线，
通过划分电子围栏等信息化手
段，对越界船舶进行监控报警，
为实验区海上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 目 前 ，系 统 已 接 入 全 区
3300 余艘乡镇船舶，通过该系
统，可以看到船舶实时位置信
息，通过数据库查询船舶的历史
轨迹，以动画的形式直观展现出
一段时间内船舶的运行轨迹。”
为系统提供技术支撑的实验区

智慧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软件
开发部副经理林希说。

今年 8 月，在实验区统一部
署下，渔船固定式北斗示位仪终
端设备安装工作在全区铺开，以
科技赋能海上疫情防控，有效加
强渔船动态管理和海上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林希介绍，北
斗设备可以对渔船的拆卸、倾覆
及紧急情况进行报警，现在已经
在海事局部署了雷达监控系统，
通过接入小练岛、君山雷达、草
屿雷达的数据，以及 ais 和北斗

的定位设备，利用智能算法，分
析研判船舶的入界、并行、搭靠、
违规停靠等行为。

此外，实验区还完成“三报
备”小程序出入港口报备功能的
开发及上线。“在加强技防建设
上，主要包括海事的 VTS雷达运
用、渔船指挥系统、乡镇船舶安
装北斗、系统平台的开发运用及
融合，推进省海渔厅动态管理平
台数据的接入，实现乡镇船舶、
在册渔船的‘一网统管’。”实验
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处长林浩

说。
海上疫情防控是一个系统

工作，需要依靠各部门配合，企
业支持。目前，平潭通过“属地
网络+依港管船”，实施“属地+依
港”交叉管理，涉海部门、属地片
区一体协同疫情防控。2000 多
名干部群众参与海上疫情防控，
其中 67 名工作人员由实验区党
群工作部牵头，从区属企业抽
调，充实到海上疫情防控工作专
班中，在 8个停靠点实行 24小时
值班值守，并组建了岸线巡防
队，严格落实船舶分类管控，做
好核酸检测工作。

“所有船舶出港都要登记，回
来的时候，要从进港通道走，先登
记再做核酸，采样完成后，所有船
员回到船上，把船开到指定卸鱼
区卸货，现场有专人监督。如果
出现冻品，我们会联系专人过来
对人、船、货进行核酸检测，报告
没问题后靠岸卸货，收鲜船也是
如此。”海坛片区城乡建设服务中
心副主任念其营说。

据了解，开渔后，实验区紧
盯渔港、渔船、渔民等风险点，将

“人、船、港”信息形成“一船一
档”，实现全方位动态监管。

“目前，全区有 8个定点集中
停泊港，其中 7个是集中停泊港，1
个是指定停泊港。每个港口都有
片区、渔政、公安、船管站等组成
的专班人员，核酸检测点也已经
设立，24小时开放，海警、海事、公
安、渔政等也强化执法联动，每个
月开展不少于两次共计 20天的海
上执法任务。”林浩说。

在海上平潭指挥中心在海上平潭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查看船只航运情况工作人员查看船只航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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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林舒玲/文 林君斌 江信恒/摄

特色候车亭、音乐廊道、彩绘天桥……一批批独

具特色的创意交通设施在平潭国际旅游岛不断涌现，

深受游客青睐。今年以来，实验区交建局、旅游文体

局等部门立足国际旅游岛建设，积极开展创意交通设

施实践，并结合旅游景区，推进全岛标识标牌提升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平潭国际旅游岛平潭国际旅游岛：：

小小站台也是风景

位于北部生态廊道榕山大桥段的音乐公路。（资料图）

在长江澳景区，放眼望去处处
是美景，就连公交车站也不例外。

长江澳公交站整体以蓝白为
主色调，这是平潭蓝，也是长江澳
作为蓝眼泪最佳观“泪”点之一的
代表色。公交站台整体形象采用
漂流瓶及内饰信纸形态，贴合大海

主题，背面格扇设计，满足功能之
余，还保证了空间的通透性，游客
在站台就能看见长江澳的美景。

“这个站台很宽敞，色彩明亮
显眼，像天空一样蓝。”来自福州的
游客谢女士说。

为了配合公交站的整体风

格，公交站牌采取了彩绘的形
式。在这里，乘客不仅能够实时
查看公交到站时间，还可以通过
手机扫一扫定制约巴，兼顾美观
与实用。

除了满足公交导向功能之外，
公交站台还为游客提供了蓝眼泪
科普以及日常生活提醒等功能需
求，让乘客在候车的同时了解本地
文化，将公交站与旅游文化宣传相

结合、公共交通与城市体验需求相
结合。

“长江澳公交站的存在，是从
功能需求到审美需求的升级，体现
了平潭国际旅游岛在微观和细节
上，人性化的规划布局和设计理
念，小小站台，也可以成为城市新
形象的一大亮点。”实验区文旅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负责
人姚建明说。

交通与旅游文化融合
除了不断丰富景区内涵，实

验区也在提升城市面貌上下足
功夫。在台湾文化广场、红湖东
路、康泰路等区域内，打造花漾
街区。

“街区以‘橘色’为主色调，
以‘水仙花’为主题，结合周边

‘邓丽君影视主题公园’等元素，
打造成‘乐动’场景式的商业街

区，打造时尚、休闲、慢节奏、视
觉享受的街区。”实验区市政园
林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履沐说，目
前花漾街区潭人街街区提升改
造项目正在进行中，通过见缝插
绿、拆墙透绿、创意景观小品等
方式，打造人性化、趣味化活动
场所，该项目已进场施工，预计
今年 11月完工。

创意交通设施的影子也正
在金井新城出现。金井大道的
厝祥人行天桥通过整体美化翻
新，融入了彩绘和景观亮化，宛
如一条飘在半空中的“彩带”。

“我们想把两岸的人文风光
相融合，把平潭的石头厝、石牌
洋通过‘海峡号’将台湾的日月
潭和 101大厦连接起来，拉近两
岸距离。”金井片区厝祥村党支
部书记林小兰说。

刚刚完工的环岛南路断头

路景观工程，也在防撞护栏上设
置象鼻湾景区宣传墙，结合象鼻
湾宣传照、景区标语、二维码，融
入明信片元素，在满足公路警示
防护安全的前提下，打造独具特
色的打卡点。

下一步，实验区将进一步贯
彻“交通+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理
念，努力打造更多的网红交通设
施，集中展现旅游个性、凸显旅
游特色、凝聚旅游热度，提升平
潭国际旅游岛的形象。

以蓝白为主色调的长江澳公交车站以蓝白为主色调的长江澳公交车站。。

厝祥天桥新增彩绘图案厝祥天桥新增彩绘图案。。

台康台康--白鹭花漾街区白鹭花漾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