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特色，独特。
特色。 在“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的原则下，琼海各个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就地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水准，实现现代化，把琼海十二个特色镇建设成为联结城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纽带、支点和平台。
独特。 跨越 3 个乡镇、面积达 6 万多亩的龙寿洋田野公园，既保存了生态，又集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农产品

销售于一体，是琼海最独特的创新之一。 现在的龙寿洋已是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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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因地制宜建设美丽城镇

风情独特是琼海

数据

用地域色彩构筑的特色小镇，传承
了文化流脉，延续了历史记忆；“一镇一
品”的特色产业，彰显了资源禀赋，富了
居民们的腰包， 让城镇化贴着地面前
行；在农村，快速崛起的乡村旅游成
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创造性地把万亩
田洋打造成农业公园和城市公园……

在“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的
原则下，琼海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坚
持因地制宜，发挥自然禀赋，建设有
文化气息、有地域特色、有民族特点
的美丽城镇。

龙寿洋“七星伴月”开园

7村庄连片开发
打造休闲公园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苏庆明

田里有瓜、树上有果、陌上有花。 来
到这里， 你一定会被浓郁的农家风情所
感动。

古色古香的人行木栈道， 一眼望不
到边的巨大鱼塘， 鲜花环绕的木亭……
经过将近一年的改造，6 月 9 日，琼海市
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的塔洋 “七星伴
月”景区正式开园，开始迎接四面八方
游客。

所谓“七星”，指的是教场、礼陶、毛
灶、上坡等 7个相连的村庄，由于环绕着
弯月形状的龙起塘，所以起名为“七星
伴月”。 由于自然生态良好，适合旅游打
造，这里被定位为连片状的景区。

这本是一处再平常不过的乡村景
观，但经过精心的改造后，大放异彩，颇
有化“平凡”为神奇的味道。其中的一大
精髓就在于紧紧抓住特色风情， 进行艺
术化加工、放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热带
水果采摘基地、休闲钓鱼台、农家饭馆、
乡村旅馆等乡村旅游产业， 使风情有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

记者看到， 景区内已经建有三环休
闲骑行慢道、湖畔垂钓、农业体验、风情
乡村、生态农家乐等多种娱乐休闲项目，
还成立了全民性的休闲合作社， 负责管
理和经营， 从而不断发展乡村旅游新业
态，促进全景区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走过一个个果园， 柠檬花香沁人心
脾，香蕉、番石榴的果实十分诱人。 占地
120多亩的鱼塘水面， 将两岸的景致在
水面绘了出来，令人沉醉。 环湖 2.1公里
木质栈道架设在湖面上，行走其中，别有
风情。有游人骑行于栈道之上，撒下一片
欢声笑语。

“您好，来尝个椰子吧，水很甜的。”
在位于岸边的休闲驿站里， 文村村民施
清友正忙着招呼客人。 他正在向游客出
售水果、小吃等当地的土特产。

“‘七星伴月’景区的建成对我们
村民帮助很大，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环境，
还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施清友笑着说。

“我们慕名而来，一路上瓜果飘香，
风景美得很！ ”与朋友骑行到“七星伴
月”景区的海口市民王刚望向眼前的百
亩鱼塘，做了个深呼吸，“骑行在这栈道
上，闻着这周边田野的清香，多么令人舒
畅啊！ ”

美丽的田园风光、 独特的生态湿地
景观、 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及村民惬意
的生活状态， 这些小小的村庄已经摇身
一变成为富有风情、 特色鲜明的休闲公
园。

（本报嘉积 6 月 12 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王仪

规划：理念系统独到

琼海处处皆景，景景相连，景景独特。
琼海城镇化的特色，首先得益于独特而巧
妙的系统规划。

通过“三不”原则，保住田园风光和
生态本底； 通过改善农村设施和社会服

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乡村旅游，
促进农民就地就业； 通过国家农业公园，
为农旅融合提供支撑； 通过特色小镇打
造，联结城乡；通过生态绿道，把基础设
施、乡村景点、特色小镇串通，贯穿全市。

大理念统筹，小理念支撑，细节之处，
彰显别致。 在龙寿洋多文村，福嫂农家乐
开得红红火火，几棵槟榔树穿过林下餐厅
的屋顶。 老板黎文福说，这是根据“不砍
树”的原则保留的，结果更添乡村色彩。

在龙寿洋，一块“私家菜地”十分特
别。 这块占地 60 亩的菜园被划分为 600
份，供城市居民租种。 这是龙寿洋创新农
业产业发展的一大代表。 农业的经营一改
传统，以“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
运作， 农民可以从中获得财产、 生产、经
营、工资 4种收入。

“我们推进农旅融合，但农民不是旁
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主体，因为他们是
自己事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受益者。 ”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说。

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走进塔洋镇墟，映入眼帘的是粉砌一
新的白色墙面、青色的砖瓦屋檐、精致的
花格挑檐。 风格统一、层次丰富的仿古民

居还原了古镇风情，透出浓浓古香。
塔洋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富，是有名

的古镇。近些年，身居交通要道的塔洋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 当地原有的文化元素却渐
行渐远。 以“奎塔凌霄·琼东古城”为主题
打造古邑特色小镇， 召回了当地人的集体
记忆。 文脉的延续，让人与传统不再疏离。

依然是细节，凸显出善感的心灵。在潭
门，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街
道建筑，如今，它的街道标识也别有味道。
人们找来了褐色的老木板， 在上面用手写
风格的文字与符号帮你指路， 自然中透出
人为的暖意，配合着轻松的旅行风格。

“绿野红莓”、“乡村兰情”、“田野炊
烟”……在龙寿洋，这些名字指代的是农
业基地或农家乐， 既指向具体的物象，也
指向诗意的情怀。 一个个木制水车，一头
头编制的耕牛形象，传达着田地农耕的本
色，让城市人望见了家园。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琼海的城镇
化，朝向了自己的源头。

产业：发挥资源禀赋

河水缭绕，柔情悠悠，是万泉镇最有
特色的情致， 也是上天赐予的旅游资源。
万泉镇文曲社区党支书陈武说：“只要有

河在，村民们就有文章可做。 ”
的确如此。 沿着文曲河，如今铺就着

一条美丽的绿道， 其中古木栈道曲径通
幽，专为游人沿岸观赏水上风光而设。 绿
道中， 一座座河塘咖啡屋如珍珠散落，给
传统农村带来现代休闲的气息。

中原镇是名副其实的侨乡。 依靠这一
独特资源， 去年打造南洋特色小镇以来，
这里的南洋食品店、工艺品店、美食坊增
加了数十家， 融不同国家民族习俗体验、
小商品选购等为一体的“南洋小商品街”，
也吸引了众多试图领略异国风情的游客。
“自从特色小镇打造以来， 我的收入比以
前增加了一倍多。 ”店铺老板老陈说。

目前，通过特色小镇把周边的乡村、鱼
塘、河道、槟榔园、椰子林等乡村元素串联
起来，以特色文化贯穿其中，琼海已经形成
了一批具有特色风情的旅游乡村。

产业上最富创造性的地方，还数龙寿
洋。这个跨越 3个乡镇、面积达 6万多亩的
田野公园， 仿佛一首荡气回肠的田园协奏
曲，既保存了生态，又集新农村建设、乡村
旅游、农产品销售于一体，是琼海最令人称
道的创新之一。“它已经成为游客的景区、
市民的公园、农民的产业园，对琼海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田园城市打造具有重要的示范
意义。 ”符宣朝说。 （本报嘉积 6月 12日电）

琼海，
千年等一回的邂逅

琼海，大家闺秀，秀外慧中，
就像在晨曦初露或夕阳西下时
分，一个披着薄纱刚刚从万泉河
出浴的少女，是一位可以慢慢看
细细品好好陪、蓦然回首才发现
是一位可以陪伴终生的知心伴
侣……琼海， 千年等一回的邂
逅；深情回眸那一瞥，才知那是
已经等了一千年的偶遇。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四根柱子”架起琼海百姓幸福屋
人物访谈 访谈对象：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

城镇化以人为本

记者：强调“就地”城镇化，是一个独特
的创新点，琼海是怎样提出这一设想的？

符宣朝：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我们的就地城镇化思
路就是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提出的。 就
地，就是强调在保存农村田园风光和自然
生态的基础上，各个镇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 就地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准，实
现现代化，把琼海十二个特色镇建设成为
联结城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纽带、支点
和平台。

记者 ：为什么要强调 “不砍树 、不占
田、不拆房”？

符宣朝：这就是“就地”理念在实践
上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不”体现的是三
条红线：“不砍树” 是保护生态红线，“不
占田”是敬畏自然红线，“不拆房”是民生
和谐红线。 这也是我们打造田园城市的顶
层设计思想：保护生态，敬畏自然，关注民

生，不让百姓成为城市建设的过客。 它的
核心实际上是以人为本。

让城市与田园和谐统一

记者：你提到田园城市，那么它的内
涵是什么？ 新型城镇化和它是什么关系？

符宣朝：在琼海，新型城镇化建设是
服务于田园城市建设这一更大的总体构
想的。 琼海的自然资源禀赋十分优秀，我
们提出打造田园城市，以全域 5A 级景区
的理念建设琼海 1710 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要保留这里的田园美景，完善整个城
市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这样，城市与田园得
到了和谐统一， 在景观上实现了城在园
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使百姓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起乡愁，这就是家园。

记者：具体来说田园城市建设有哪些
支撑点？

符宣朝：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国家农业公园和绿道系统是田园
城市建设的 4个支撑点。各个小镇是一个

基本的支点，起到联结城乡的作用。 通过
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城乡垃圾一体化处
理、村村通公交工程、教育卫生资源城乡
共享等， 让农民享受到城市人的生活品
质。 国家农业公园是我们实践农业产业
化、 促进农旅融合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平
台。 通过生态绿道，我们把基础设施、乡村
景点、特色小镇串通，实现了全市各个点
之间的互动和统一。

记者：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是今年以
来琼海新型城镇化和田园城市建设的最
大亮点。 把 6 万多亩的田洋和村庄进行公
园化打造，这种突破的勇气来自哪里？

符宣朝：我们的城镇化和田园城市建
设，既有系统严谨的思维，也有浪漫主义
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来推动，最后再以现实
主义的手法来实现。我们希望在琼海演奏
一曲委婉动听的田园小夜曲，龙寿洋的广
袤田野恰好能提供这一基础。我们希望它
不仅是农旅融合的平台，而且还是都市人
的城市公园，起到改变和引领琼海人生活
方式的作用， 所以进行了公园化打造，建
立起了广场和绿道。现在很多城里人喜欢

到里面骑行，生活方式变得健康时尚。 现
在的龙寿洋是农民的家园、 市民的公园、
游客的乐园。 所以说，龙寿洋是最能体现
我们田园城市理念的地方。

构建琼海百姓幸福之屋

记者：你对城镇化的前景有什么期待？
符宣朝：去年我们建设的潭门、中原、万

泉、塔洋等特色小镇都很成功，有的镇墟人
口增加了 30%以上。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长
坡、大路、阳江等几个特色小镇，计划今年建
成。 一个镇 5年内聚集 1万人是十分可能
的，按这个速度算，5年内我们 12个镇就聚
集 12万人，加上嘉积镇原有 25万人，一共
是 37万人。 琼海总人口 50万，那么我们的
城镇化水平就接近 80%，这是非常可观的。

记者： 无论城镇化还是田园城市，它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符宣朝： 新型城镇化是一大抓手，田
园城市是路径， 幸福琼海才是我们的归
旨。 田园城市就是一个屋子，城镇化、国家
农业公园、绿道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像 4
根柱子， 撑起了 50 万琼海百姓的幸福之
屋。 所以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幸福的发展
方式，要让琼海百姓时刻生活在 5A 级景
区里，笑意写在脸上，幸福发自内心。

（本报嘉积 6 月 12 日电）

特色小镇如花盛开，特色产业迅速发展，农旅融合生机勃勃，公共服务更加均等。 在“不砍树、不占
田、不拆房”的原则上，琼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走得高效高质，在全省范围内尤为突出。 在记者的专访
中，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表示，依托于新型城镇化，琼海正在全力打造 50 万百姓的幸福之屋。

2013年
6大特色小镇收入

潭门越建越漂亮
潭门现在越建越漂亮， 产业

也很发达， 但有些基础设施还是
没跟上，比如专门的停车场没有，
镇墟以外有些地方的渔业垃圾也
没及时清理。 希望政府尽快补上
这些短板。

———潭门镇居民何廉松

发展更多特色产业
现在“七星伴月”景区开园了，

效果很好。 我们想进一步支持景区
内的农民合作社，另外还想把景区
扩大，发展更多的特色产业。 还有
景区内基础设施都改造得很好，这
引起了景区外一些村民的羡慕，他
们也想把自己村庄的条件改善。 所
以现在我们特别希望有关部门多
给一些资金支持。

———塔洋镇副镇长秦蕾

潭门小镇改造建设独具特色。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中原镇上迷人的绿荫街道。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万泉镇围绕万泉河、文曲河两大自然资源，做足水乡风情文章。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风情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践 范 例 年 度 报 告 琼海

嘉积镇
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 8869 元
同比增长 19%

博鳌镇
农民人均

纯收入 7935元
同比增长 13.6%

塔洋镇
农民人均

纯收入 7280元
同比增长 12%

潭门镇
农民人均生产性
纯收入 8421 元
同比增长 13%

万泉镇
农民人均

纯收入 7746元
同比增长 12%

中原镇 人均
纯收入达 87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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