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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山美，村美。

山美。 白沙有大小山峰 440 座，森林覆盖率高达 83.47%，是海南省重要的生态核心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地。 绿色生态，是白沙发展最具竞争力的

资源优势。

村美。 白沙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到 2016 年,白沙“美丽乡村”建设将达到 100 个村庄以上。 与此同时,白沙将紧紧抓住“美丽乡村”项目和山

水风光、森林、民族风情等优势资源,倾力开发建设一批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旅游景点。

人物访谈 ■ 本报记者 杨勇 特约记者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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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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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高达 83.47%，经济发展不以生态破坏为代价

白沙林海孕江河

严正说， 生态保护是白沙的立县之
基。 守好白沙青山绿水，关乎全省生态安
全， 关乎全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守
护好白沙青山绿水，是省委、省政府郑重
的政治嘱托，也是白沙人民共同的历史使
命。 白沙将坚持把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责
任， 把生态建设作为谋发展的第一要务，
举全县之力，打造海南中部生态保护和建
设示范区。

与保护生态同步， 白沙也在加强生态
建设。 大力开展“绿化宝岛”行动，在境内

主要交通干道和旅游廊道沿线进行大规模
植树造林，打造“百里生态绿色长廊”。 同
时，开展绿色家园创建活动，引导群众在工
作生活区域广泛开展义务植树， 进一步绿
化美化城乡环境，提高城乡文明程度。

严正认为，贫困守不住绿色，但又不
能以牺牲和破坏生态来实现发展致富。白
沙将坚定不移地走绿色路、 打生态牌，以
科学的规划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

在今后的产业规划发展中，白沙将更

加注重打基础、谋长远，凡是破坏生态、不
利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都排除
在规划之外，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向
生态伸手。 白沙将坚持把发展特色种养、
农林资源加工和生态旅游等三大绿色产
业作为强县之路、富民之本，通过深入实
施“三地一区”（海南中部集约化生态特
色农业基地、海南中部绿色农林产品加工
交易基地、 海南中部休闲养生旅游胜地、
海南中部生态保护和建设示范区） 发展
战略，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更好地
实现绿色崛起和富民强县。

“目前白沙‘美丽乡村’的建设推进
情况非常乐观,已经有数十个村庄面貌得
到更新和改善。 与此同时,乡村旅游产业
也伴随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起来。 ”严正
表示，到 2016 年,白沙“美丽乡村”建设
将达到 100 个村庄以上, 农村面貌会得
到根本性改变。 同时, 白沙将紧紧抓住
“美丽乡村”项目和山水风光、森林、民族
风情等优势资源,倾力开发建设一批极具
代表性的重要旅游景点,努力打造集聚生
态体验、休闲养生、乡村度假等特色旅游
项目的高品质旅游度假风景区。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采访对象：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严正

风情小镇

美丽乡村

“绿色是白沙之灵魂，守住绿色生态、发展绿色产业，才是白沙科学发展之路。 ”白沙县委书记严正表
示，作为全省最重要的生态核心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地，白沙紧紧围绕“绿色崛起”这条主线，把环境优势打
造成为产业优势，以产业优势维护环境优势，走一条生态保护和农民富裕、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有机结合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扛起海南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白沙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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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绿树环抱的城区。 2013年 4月，该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陈志强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钟节华
特约记者 陈志强

“山的世界、水的源头、林的海洋、云
的故乡”， 构成白沙黎族自治县生态文明
的品牌性话语体系。

谓之“山的世界”，因为白沙有大小山
峰 440 座， 海拔 1000 米以上的有 20 多
座，其中全县最高峰鹦哥岭海拔 1812 米，
是海南省第二高峰。

谓之“水的源头”，因为白沙有南开
河、石碌河和珠碧江，尤其是南开河作为海
南最大河流南渡江上游， 以 73.5%的集水
面积注入全省最大水库松涛水库，供给数
百万人口饮水、600万亩农田灌溉。

谓之“林的海洋”，因为 2013 年白沙
森林面积多达 264.79万亩，森林覆盖率高
达 83.47%，成为海南省重要的生态核心功
能区和水源涵养地。

谓之“云的故乡”，因为山、水、林俱
备，白沙生态环境极佳，每每清晨或雨过天
晴， 轻柔洁美的白云在山林间缭绕升腾，
让人步入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意境。

为全省守好水源涵养地

清澈见底的南开河一路奔流，时而舒
缓、时而湍急。 河两岸葳蕤的麻竹随风摇
曳，发出天籁般的簌簌声，在抑扬顿挫的
浪涛回响中更是显得空灵、幽深。 这是记
者日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南训村
采访时的见闻和感受。

据了解，2013 年该县森林面积达到
264.79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83.47%，成为
我省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全县大小河流共
有 30 条，水能蕴藏量达 3.84 万千瓦，尤其
是南渡江、昌化江、珠碧江源头均在白沙。

为了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近年来白沙
黎族自治县投入 7760万元，实施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自然保
护区建设、防护林等工程，植树造林 25 万
亩。同时，该县投入治污资金 2491万元，确
保工业污染物排放控制在指标范围内。

“守不好生态，全省人民不答应；发展
不好不快，白沙人民不答应。 ”白沙黎族自
治县县委书记严正多次与全县干部群众
共勉，“白沙具有一流的生态环境，应该为
全国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农产品，为打造
海南经济的王牌扛起担当。 ”

发动群众植树，引导企业造林

“我们村小组有 20 多户、100 多人，多
年前就在房前屋后种了不少黄花梨，现在
有些已经成材了， 但大家还是舍不得卖
掉。 ”白沙牙叉镇方香村村干部符恒瑜说。
她介绍，该村去年植下了政府免费供应的
3000多株花梨木苗，目前长势良好。

县林业局资料表明： 该县出台了土
地、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先后
引进金华、 绿屏、 福莱斯等 39 家林业公
司，共投入资金 8500 多万元，企业造林面
积占全县人工林的 16.5%。

既发动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等边角地

植树， 又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成片造林，从
而催生 “公司 + 农户”、“干部 + 农户”、
“农户 + 农户”等模式。 据县政府汇总数
据显示：2013 年，白沙造林 2.5 万亩，完成
省下达任务的 250%，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 83.47%。 同年，白沙获评为“全国绿化
模范县”； 元门乡中心学校被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授予“未成年人生态教育示范
学校”称号，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呵护可持续发展的“金饭碗”

一簇簇狭长如箬叶般的叶片，撑满树
林下面的空地； 一串串饱满的颗粒状果
实，压得枝条一颤一颤地晃动。 这是白沙
青松乡在树林里间种的南药品种益智。

青松乡党委委员陈柏战说，该乡以打
造“南药之乡”为抓手，动员群众在林下
间种南药益智， 目前全乡种植面积达到
1.1 万亩，可收获面积 4000 亩，仅此一项
就为农民年均增收 600多万元。

包括间种南药在内， 白沙充分利用林
业资源多种经营。据副县长林恩荣介绍，县
政府为农户免费提供树种苗木，把“绿化
宝岛”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一
是发展特色生态经济。 目前全县民营橡胶
总面积达 41万亩， 人均 3亩， 总产值 5.2
亿元。 引导农民利用村边、河边、田地、沟
边、路边等“五边地”种植特色苗木，涌现
出一批“竹子村”、“花梨村”等。二是发展
林下生态经济。采取“林—鸡”、“林—猪”
等模式，实现林下经济产值 2亿元。三是发

展生态旅游业。 发挥山水风光和民族风情
等资源优势，加快推进百里生态长廊、木棉
湖、付俄旅游景区等重点项目。

白沙县县长胡翔表示：“生态环境是
白沙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要坚持保
护和发展并举，倍加珍爱、精心呵护好白
沙这个永不褪色的‘金饭碗’，努力把白沙
建成‘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城里有的设施
邦溪大部分都有
■ 本报记者 杨勇 特约记者 陈志强

海榆西线上，有一个地处儋州、昌江和
白沙交界处的小镇———名叫邦溪。这几年，
小镇的变化有目共睹。

4 年前的邦溪，村不像村，镇不像镇。
酗酒、打架斗殴，甚至砸抢排斥外来个体经
营户， 街上的商铺一过晚上 7时就关门歇
业，邦溪人晚上几乎不敢出门。

2010年 4月，现任白沙黎族自治县副
县长、时任邦溪镇委书记邢诒仪到任后，一
手整治治安，一手制定小镇发展规划。

2010 年 8 月，《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暨邦溪农场城镇总体规划（2010—
2030）》和《白沙邦溪风情小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 两个规划通过评审并开始实施。
《总规》将邦溪镇定位为白沙西部门户，打
造白沙对外窗口城镇， 建设具有黎族民族
特色的风情小镇。

2012年，邦溪镇根据实际情况对《总
规》与《控规》进行修编，结合发展实际和
新发展要求， 以建设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
为目标，提出构筑“一核二廊”的生态格局
和“一心二轴四区”的空间结构。

如今的邦溪， 目之所及， 是漂亮的街
道、漂亮的学校、漂亮的商业区和住宅区。
规范的农贸市场、上下水管网、太阳能风能
路灯、垃圾收集箱……城市里有的，邦溪镇
墟大部分都有了。

在邦溪农村， 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
了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惠， 付俄
村 64 户、芭蕉村 59 户群众先后住进了二
层小洋楼。

短短 4年时间， 邦溪镇的财政收入从
百万元增加到了 2013 年的 5000 多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6100元。“越来越有奔
头，越来越感到幸福。 ”邦溪镇王琴村村民
何元德感到，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生活一天
比一天好。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靠山养山
治山富山

坚持 “靠山、 养山、治
山、富山”发展战略，抓好森
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发展大
林业产业等工作。 一是引进
新品种，推广优质的乡土林
木品种； 二是引进项目 、资
金和技术，建立多元化的林
业投资体系，提升林业产业
升级；三是开展林业科技下
乡活动 ， 普及林业科技推
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林业局副局长符育平

创造生态文明
带动农民致富

我们公司已形成林业产
业链， 但产能未充分释放出
来，主要是竹笋原料不够。生
产线“吃不饱”，说明竹产业
有很大发展空间， 至少还要
种植 10 万亩竹林， 在创造
生态文明的同时， 又可以带
动更多农民致富。

———海南百富源农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白沙区
负责人吴清奇

希望继续
加大惠农力度

近年来， 政府在促进农
民增加收入这一块花了很多
功夫，农民除了种植橡胶、甘
蔗、木薯“老三样”外，还可以
发展竹子、南药、畜牧水产养
殖等“新三样”，还有冬季瓜
菜基地也建起来了。 希望促
进农民增收的力度进一步加
大， 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

———白沙黎族自治县
元门乡干部王进文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黄能 整理

白沙罗帅村：

游客的休闲地
村民的幸福园
■ 本报记者 黄能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王为

远山云雾缭绕，近眼绿树婆娑，青瓦黄
墙的联排别墅坐落其中。 走进白沙黎族自
治县元门乡罗帅村， 这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的场景令人不禁有些沉醉。

如今的罗帅村可谓遐迩闻名，每到周末
或者假期，一辆辆载着游客的大巴车、小轿
车、越野车就驶入这个风景秀美的小山村。

罗帅村村民小组长说， 村民们以前的
瓦房破旧，刮风漏风，下雨漏雨，现在住上
了小洋楼， 这都是打造美丽乡村给罗帅村
带来的变化。

2010年 8月， 海南省首个集农家乐、
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休闲度假、房车营地、
自驾车驿站于一体的农村生态旅游项目罗
帅天涯驿站项目动工。2011年 12月 1日，
罗帅天涯驿站试营业。 如今，村里有 20名
农民已经成了天涯驿站的员工， 领着企业
的工资建设自己的家园。

村子整村房屋改造资金筹集采取政府
+ 企业 + 银行 + 农户的模式，村民自筹约
3 万元现金就能住上联排别墅。 整村改造
及驿站建成以后，企业通过提供汽车旅馆、
房车驿站、订单度假等方式保证自身收益，
同时带动农户参与乡村旅游。 这一产业经
营模式实施以来， 罗帅村农户原有橡胶业
收入不减少，仅靠旅游业，人均年增加收入
2600多元。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扛起海南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白沙担当

全年投入财政资金 4000万元
并整合涉农资金 1亿元
新建“美丽乡村”31个

投资 3619万
新建和改造农村配电网线路 154.5公里

新建和改造乡村公路 75.9公里
桥梁 11座

建设农村饮水工程 37宗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口 9170人
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15宗
完成污水管网铺设 19.1公里

开展“绿化宝岛大行动”
全年造林面积 2.5万亩
完成省下达任务的 250%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3.47%

数说白沙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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