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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养老服
务中心休息大厅里欢声笑语，光坡镇武山村
九队的残疾孤寡老人王传义和10多名老人
正在通过电视收看政协陵水第九届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在这里，我过得很舒服！”王传义
说，不愁吃、不愁穿，而且还有很多伙伴一起
聊天、娱乐，不会寂寞。

养老服务中心里的暖人画面，只是陵水
民生改善的一个缩影。“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陵水
县委书记王雄说，政府财力增加后，要加快推
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
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加
快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性强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为民事项不打折

据了解，陵水去年始终围绕着惠民生促
和谐的方针展开工作，全力抓好为民办实事事
项。一是基本完成了省下达陵水10项为民办
实事事项任务。二是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和棚户区改造。2014年陵水城镇保障性住
房建设任务550套，有200套公共租赁房、150
套城市棚户区保障房开工，完成1000户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三是落实扶贫工作任务。完
成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任务，全县贫
困人口脱贫6228人，完成省下达陵水计划减
少贫困人口6120人的任务目标。

社会事业新进步

同时，陵水还加大在教育、医疗、就业等
方面的投入，社会各项事业得到繁荣发展。

教育方面，全力推进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项目建设，其中，民大
附中一期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70%，基本完
成椰林、光坡、新村和群英等4个乡镇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一期工程建设；完成12所乡镇
幼儿园、6所村级幼儿园和8所完全小学附设
幼儿园建设；投入560.44万元为文罗镇中心
幼儿园等6所幼儿园添置教学设备，并为122
所中小学校配备了消防设施，办学条件进一步
完善。加强学前教育发展，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80.2%，学前一年毛入园率93%，超额完成省
下达的任务。抓好“营养改善工程”，实现全县
公办小学和初级中学全覆盖，受益学生4.52
万余人，全年“两免一补”资金达4684万元。

文体方面，着眼大众化和全民共享，扎实
抓好元宵喜乐汇、送戏下乡等活动，全年送戏
下乡70场、送电影下乡2035场，完成省下达
指标任务的148.8%；全部完成70个村级文
化室和70个农家书屋、县农民协会旧址修缮
项目和城市广场项目建设，村级文化室覆盖
率达到100%；成功承办“珊瑚宫殿杯”2014
年中国国际羽毛球挑战赛、中华龙舟大赛全
国总决赛、2014年全国女子自由式摔跤冠军
赛、海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等重大体育赛事，办赛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医疗卫生方面，全年卫生事业投入2.95
亿元，同比增长4.1%。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和

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工作持续深入，在乡镇
卫生院推行“限费医疗”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试点工作，农民看病负担逐步减轻。计划生育
工作较好完成省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是全省
第一个实现免费孕前优先健康检查全员覆盖
的市县，获得全国计划生育服务先进单位。

居民生活有保障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待遇最高支付限额由
8万元提高到12万元，全县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同
比增长4.44%、4.32%、7.66%、6.89%、7.05%，
新农保和城居保参保率均达95%以上，新农
合参合率达100%，全年有20194名被征地农
民参加养老保险，到龄领取待遇人员1871人。

就业方面，新增就业岗位5787人，完成
计划任务的23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752
人，完成任务的150%,农村劳动力输出9086
人,完成任务的 133%,城镇登记失业率
0.15%。发放1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8345.13
万元，扶持3017户农民创业。

加大困难群体保障力度，在全省率先为
75岁以上老龄人发放生活补贴，城乡医疗救
助1693人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1130人，救
助金额1513.83万元，关心残疾人生活，为
6321名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1430万元。

社会管理有改善

在英州镇和新村镇实行环境卫生外包服
务模式，解决了保洁人员和环卫设备不足等
问题，环境卫生也得到很大改善；继续完善网
格化服务管理，2013年以来先后建立了9个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38个村（居）委会便民服
务站，2014年在网格内排查矛盾纠纷909
起，调处成功880起，成功率达96.8%，便民
服务中心受理群众办事办结率94%；在全县
10个乡镇设立婚姻登记点，实行结婚证与准
生证同时发放，为群众提供婚姻登记、婚前体
检和计生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便民服务模
式；加强户口管理，核实全县未办理户口登记
的常住人口1512人，已为当中的1365人办

理户口登记，其余的在积极协调办理中。

综合治理见成效

深化平安家庭、平安医院、平安社区等典
型创建活动，深化“两抢一盗”等专项行动，社
会安定有序。抓好公安信息化建设，以“天网”
为主的海岛型立体治安防控体系初步形成。
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生产责
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稳中向好，开展58项食品药品专项整治，立
案查处案件44件，捣毁食品加工“黑窝点”6
个；民族团结工作受到国务院表彰，荣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双拥和档案工作
迈上新台阶，分别被评为省级双拥模范县、全
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单位。

（图/文 阿淦 艳艳 思国）

2014年，陵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
93.4亿元，同比增长4.3%；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29.39亿元，增长25.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8亿元，
同比下降6.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1781元，增长10.1%，农民人均纯收
入8510元，增长15.5%；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13.8亿元，增长14.4%。

从数据来看，陵水多项经济运行
指标均较同期有所增长，但部分指标
增速回落，跨越式发展趋势收缓，总体
较为平缓。

陵水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文平
认为，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中亮点颇
多，具体表现为消费品市场增长明
显，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旅
游业发展显著增长，尤其是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完成将近30亿元，全县

经济整体实力平稳增长，经济质量
有所提高。

“同时，陵水经济在平稳增长、质量
提高的基础上还蕴含着很大的潜力。”
杨文平分析说，首先是去年全县累计完
成售电量53351.05万千瓦时，比前年
同期43803.91万千瓦时增加9547.14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1.80%。用电量
的增长可以看出是项目建设的持续推
进带高了普通工业的用电量，而经营
服务业用电的提升也说明陵水第三产
业的发展在持续加快。同时，陵水各
行业仍快速运转，经济增长动力依然
很大。

其次是金融方面，陵水去年银行
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75.5亿元，同比上升5%，各项存款余
额为 25.7 亿元，同比增长 17.7%，比

全省平均增幅 9.5%高出 8.1 个百分
点，存款余额全省排名第三，金融机
构资金规模继续扩大，融资空间进一
步增大。

第三是消费方面，今年以来陵水
新增了福乐多广场，与海韵、利达两
大购物广场共同推动全县零售市场；
多家商务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相继
开业；一些汽车销售企业也陆续进
驻，带动高端消费；随着三家A级景
区的创建，旅游产品进一步完善，进
一步带动置业、养老、养生等消费的
增长。

“进入新常态，陵水经济升级版的
雏形开始显现，因此，适应这一新趋
势，陵水既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
风险，更要主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
式。”杨文平说。

新常态下抓机遇，提质增效促升级

陵水全力打造“经济升级版”

能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确定新思路。

陵水县委书记王雄说，在新常态
下，经济发展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
续的发展，不再单纯以发展速度论英
雄。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
保持平常心，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在此思路之下，陵水在把握自身
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决定今年对农业、
旅游、地产等优势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通过创新驱动，拓展市场配置资源的
广度和深度，促进产业制度创新、管理
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形成
绿色循环发展新方式，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

（1）加大农产品品牌建设力度，
提高热带特色农业效益。一是早谋
划、制定好全县农业“十三五”规划。
二是倾力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创
建高端、精品农业的典范园区。三是
积极研究和制定发展品牌农业的战
略、规划、政策和标准，重点打造陵水
圣女果地理标志品牌。四是创新农
产品流通新渠道。建立陵水农产品
交易流通中心和网络交易平台，在已
建成的提蒙鲁宏、英州新邦产地和文

罗绿生集配中心以及光坡佳伟、金鑫
的陵水至沈阳、天津商流链条项目基
础上，逐步完善全县农产品流通体
系。五是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做好
3万亩南繁育种基地项目建设的前
期工作，推进陵水170多家南繁单位
规范化管理，积极扶持南繁育种龙头
企业。六是积极推进创建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和无公害示范基地建设，
逐步实现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
变。

（2）加大旅游品牌建设力度，提高
旅游业效益。一是编制全县乡村旅游
规划，发展乡村旅游。引导开发一批
农家乐旅游项目，培育英州博汇园农
家乐以及隆广隆田园休闲山庄为乡村
旅游示范点。二是抓景区创建，提升
景区服务品质。继续推进南湾猴岛争
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及清水湾旅游
度假区开发建立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的创建工作。三是抓旅游信息化建
设，开展智慧旅游网络营销。筹划建
设旅游微信平台，开设陵水天猫官方
网站，策划网络宣传活动，推广陵水旅
游产品，进一步完善旅游官方网站。
四是抓宣传推介，积极融入“大三亚旅
游圈”，通过联合开展城市营销活动，

提升“珍珠海岸 美丽陵水”品牌形
象。

（3）加大房地产推介力度，助推房
地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积极引导成立
陵水房地产协会。二是拓宽城市营销
范围。精心谋划陵水城市营销和房地
产推介活动，树立陵水旅游房地产品
牌，帮助企业消化现有房地产存量。
三是坚持“适度、有序、高端”的思路，
用好财政、金融、土地等调控手段，引
导地产业优化内部结构，提高非普通
住宅的比重，重点支持发展商业地产、
旅游地产、文化地产和养生地产。四
是不断壮大陵水房地产交易中心，整
合住房局网站，建立网络房地产交易
平台。

（4）加大新型产业发展力度，不断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力绿色产
业、低碳产业、循环产业，不断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把“一园二区一基地”建
设作为今后陵水转方式、调结构的重
点方向，加快转型升级以旅游业为龙
头的现代服务业。积极配合做好珍稀
植物生态旅游开发、新能源电动汽车、
20万吨果蔬加工、东高文化旅游区、新
村镇风情小镇改造等项目的前期工
作，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2015 年，已经翻开新
的篇章。陵水大地，春潮涌
动、生机盎然，处处蕴育着
新希望。

1月21日至23日，一
年一度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两会”在县城椰林镇召开，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下，调结构、促改革、转方
式，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提质增效，全力打造陵
水“经济升级版”，成为了代
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也
是陵水县委、县政府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

找准新优势 | 用电量、金融、消费市场兴旺发达

谋划新思路 | 着力农业、旅游、房地产业等升级

陵水加大财政投入，多措并举增进百姓福祉

民生改善，看得见摸得着

2014年

陵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93.4亿元

同比增长4.3%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9.39亿元

增长25.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58亿元

同比下降6.8%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1781元

增长10.1%

农民人均纯收入8510元

增长15.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3.8亿元

增长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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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风景优美，图为分界洲美景。

游客在南湾猴岛游玩。

近年来，陵水加大“三湾”建设力度，清水湾成为一个设施齐全的旅游度假社区。 新村渔港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