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飨宴东坡乐府胸襟常养浩然气，畅游西岸
诗乡市井犹存快哉风。”走进游人如织的儋州东
坡书院，舞台两侧的对联十分醒目，“一点浩然
气，千里快哉风”的东坡佳句巧妙地嵌入其中。

在这副对联下，舞蹈“东坡笠屐情”、歌伴舞
“东坡九歌”、配乐诗朗诵“东坡经典诗词”等节
目，从不同侧面展现和演绎东坡文化；7位国际
象棋特级大师赴东坡书院体验游期间，郑重地
穿戴古装登台，大声背诵苏东坡诗词；11位台湾
诗人与海南省及其他省的数十位诗人瞻仰东坡
雕塑，并高声朗诵各自的得意之作；澄迈书法家

吴清健书就“儋耳梦境”四个飘逸的大字后说，
到东坡书院的游客尤其是读书人，都怀着对东
坡先生的钦佩，揣着期冀成人成才的梦想。

从2015年2月7日“东坡文化体验之旅”启
动以来，儋州推出了五大活动：背诵东坡诗词免
费游览东坡书院、东坡诗词背诵大赛、东坡诗词
书法大赛、发现“儋州之美”摄影大赛、东坡美食
和儋州特色美食推介等。到12月底，全国共有
1292位选手参加东坡诗词背诵大赛。

对儋州推出“东坡文化体验之旅”的决策和
成效，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给予充分肯定：“发

展旅游要着力构建一种精神家园，让游客在新
的精神家园有安放人格的地方，而东坡是充满
魅力、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东坡文化给游客提供
了一种‘家园文明’。”

近年来，素有“诗乡歌海”之誉的儋州，又连
续获评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等称号，彰显无穷
的文化魅力。

“东坡文化体验之旅”正在复活儋州“文化
之城”生命力，推动旅游业空前发展。据初步
统计，2015年儋州共接待过夜游客155万人

次、同比增长14.8%，实现旅游总收入11亿元、
同比增长16.4%，接待入境游客1600多人，同
比增长98%。

儋州市旅游局局长李洪涛说，“东坡文化体
验之旅”的两条旅游线路，整合了儋州主要景点
景区，儋州文化游、乡村游、生态休闲游等新业
态蓬勃兴起。

12月5日，儋州、澄迈、临高、昌江、东方、乐
东、琼中、白沙等8市县本着“资源互补、相互支
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儋州光村雪茄
风情小镇正式签约，组建了海南西部旅游联盟。

新西岸 更海南
——儋州打造西部中心城市纪实

遥想谪居儋州3年的宋代
大诗人苏东坡先生，他那“九死
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的吟咏犹在耳畔回响。

往事越千年，过去曾是“九
死南荒”的儋州，而今已是一座
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市，正加速
崛起。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指
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
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儋州‘一市
双城三区四地’发展战略。”他
介绍，“一市”即加快儋州地级
市建设发展，打造辐射西部、服
务全省的中心城市；“双城”即
建设那大城区和滨海新区；“三
区”即建设西北部滨海经济区、
中部综合经济区、东南部生态
经济区；“四地”即建设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基地、互联网信息
产业基地、临港工业基地、国际
旅游岛旅游度假目的地。

新西岸，更海南。如今，在
西环高铁“一线串珠”般的贯穿
下，儋州的斐然成果及其良好
态势，树起了新的标杆，彰显出
新的魅力。

2015年11月25日，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现场共
授信2200万元。在小额信贷推动下，不断做大
做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为农民提供持续增
收的产业依托。

在小额信贷惠农行动中，儋州市委市政府
的财政贴息举措发挥了推动作用。该市近年来

每年都要拿出上千万元的品牌建设资金推介农
产品，并对小额信贷进行财政贴息。2013年、
2014年以及2015年前10个月，儋州共发放小
额信贷8.52亿元，财政贴息1760.15万元。

这只是近几年儋州加大民生投入的其中一个方
面。儋州市政府统计显示：2010年至2014年，全市
累计投入155.62亿元用于民生；2015年前11个月，

全市民生支出41.52亿元，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总支
出的84.48%，从而加大教育、文体、社保等民生投入。

为及时倾听群众呼声，2013年以来，儋州
逐步向全市各镇推行“民情台账”。其正面内容
包括户主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民情概况等，背
面是有关农村政策、法规的宣传标语。其工作
机制包括定期发卡、限时办结、反馈销账、层级

管理、督导考评等五项制度。
谈到民生，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表示：“发

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让发展成果惠及老百
姓。民生是否得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水平
是否得到提高，是检验我们宗旨意识、群众观
念、工作作风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地级市建设
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 （平宗 李珂 张琳）

据儋州市政府最新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市
共引进项目108个，涉及三大产业，签约投资额度
2337.1亿元，目前已有近七成项目动工建设。

这些重大项目的引进和实施，为儋州打造
辐射西部、服务全省的中心城市提供了强大推
动力量，涌现出一批在省内外都有分量的产
业。其中，儋州连续9年获得国务院生猪调出
大市奖励；该市跻身“中国优质蔬菜基地十强县
（市）”“中国果蔬产业绿色农业产品示范市”“中

国特色农产品示范市”之列；儋州光村诞生了
“中国雪茄烟叶种植示范基地”，成为国内目前
唯一一家雪茄茄衣烟叶大面积种植基地；恒大
集团建设的儋州海花岛项目，计划投资总额高
达1600亿元，将打造世界顶级文化旅游胜地；
儋州那大的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一期已开始试营
业，是海南西部最大的现代商业综合体。

尽管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但儋州在重
点项目支撑下，市域经济整体向好。前三季度，

该市地区生产总值比一季度增长2.2个百分点，
呈逐季加快态势；速度与效益协调增长，财政收
入比GDP增长快7.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取
得新进展，第一产业比重下降4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常住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6万元、同比增长10.1%。

如何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儋州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耕说，儋州提前一年启动“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初步拟定重点建设项目249个，

计划总投资4450亿元。并从中筛选出83个重
大项目，争取纳入省“十三五”规划盘子。

对于“十三五”的愿景，张耕表示，按照“一市
双城三区四地”布局，儋州将赢得突破性大发展。
这是因为，全市拥有104万人口，在投资、消费等
方面，内生力旺盛；儋州位于海南西北工业的中
心，是海南发展现代大工业的走廊中心区，外向度
明显。同时，作为全省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市，儋州城镇化建设将向更高层次跃升。

文化为魂 精神家园基于深厚底蕴

产业为翼 重点项目提供坚实支撑

民生为本 最大程度共享发展成果

过夜或入境游客以及总收入等指标，均呈两位数增长势头

儋州旅游发展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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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结束的2015年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上，儋州以

“九大农业品牌”为代表的农产品受到参
展客商欢迎，展会期间共收获瓜菜订单25
万吨，总金额4.04亿元，儋州农业品牌效
应初显。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近年来，儋州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调优做
精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
业。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表示，要“认识
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按照

“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模式，因地制宜，长
短结合，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农业。

近年来，在巩固粮油、橡胶、糖蔗等传
统产业的同时，儋州加快发展瓜菜水果、
畜牧养殖、海洋渔业，突破发展花卉苗木、
雪茄烟叶等新兴产业。2015年，全市水果
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总产量6.9万吨，
瓜菜播种面积32.3万亩（其中冬季瓜菜21
万亩），预计总产量65万吨。

农产品品种结构方面，儋州加快优
势、特色农产品发展，优先发展瓜菜、水果
等优势农产品，扩大雪茄烟叶、花卉苗木
等产业规模，发展桑树、香蕉、木瓜等高效
经济作物，发展菌草灵芝、食用菌、南药等
林下经济。

2015年，儋州全市种桑3000亩，种植
优质地瓜 3000 亩、香芋 2000 亩、黄皮
1000亩、柚子2000亩、油茶2000亩、木瓜
2500亩、莲雾500亩、柠檬500亩、香蕉
50000亩。林下栽培灵芝52万袋，种植牛

大力、益智等南药1300亩，铁皮石斛100
亩，种植雪茄烟叶3000亩。

为了更好地发展品牌农业，儋州市政
府研究制定了《儋州市推进品牌农业发展
实施方案》、《儋州市打造农业知名品牌实
施方案》，并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农业品牌建设和宣传推广。重点打造儋
州粽子、儋州红鱼、儋州优质番薯、儋州香
芋等九个品牌。

儋州市还请专业设计公司对重点品
牌农产品以及瓜菜进行包装设计，推动农
产品从散装出售到统一包装出售，并与中
央、省内多家媒体合作，通过报纸、电视、
广播、网络等媒体资源，加强对九大农产
品的历史、文化内涵、营养价值、地理环境
资源等进行宣传推介。

此外，儋州还制定了《关于开展商标
富农商标助企商标强市工作实施方案》，
大力实施商标战略。推进无公害产品、有
机产品、绿色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等“三
品一标”认证工作。目前，儋州粽子、儋州
黄皮、儋州红鱼等品牌正在积极申报“国
家地理标志”认证。

儋州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将
继续调优做精现代特色农业，加快发展高
效作物和特色种植养殖，继续创建农产品
品牌，加强营销策划，扩大品牌效应，最终
达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为
儋州打造西部中心城市奠定良好的产业
基础。

（白竹 张琳）

“那大的社会治安这两年明显好多
了！”日前，家住儋州市那大镇先锋路的老
邓跟记者聊起社会治安这个话题时，颇为
感慨地说。社会治安的好转，得益于儋州
近两年强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和精细化
的社会管理手段。

儋州是我省人口数量高居第二的城
市，常住人口超过百万，流动人口也非常
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考验着政
府的管理水平。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
府以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最终目
的，通过开展“铁拳行动”、推行网格化管
理等模式，大大改善了社会环境，提升了
社会管理水平。

“铁拳行动”重在打击。2014年11月
14日，儋州启动铁拳整治社会治安突出问
题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两抢一盗”、毒品
犯罪、网络诈骗、黑恶势力、涉枪犯罪等违
法犯罪活动。通过长达1年的专项整治，
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

“网格化”重在管理。网格化城市管
理新模式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
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
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
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
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2012年，儋州市首先在那大镇试点网
格化管理新模式。那大镇投入大笔资金
建成了那大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基本
覆盖了城区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截至今
年上半年，那大镇网格化管理工作已覆盖
市城区的11个社区和5个城中村，并在各

重点路段、重点场所共安装了239个监控
摄像头。

网格化管理工作推广实施后，那大镇
以镇网格化管理中心、村（居）委会网格化
管理工作站为主体、社会力量为辅助，积
极整合资源，发挥了网格化在治安防范、
打击犯罪、化解矛盾、管理社会和服务百
姓的功能作用，有效提升了那大城区综治
工作水平。

今年，儋州市在总结完善那大镇网格
化建设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多方调
研后，将白马井、东成、兰洋三个镇作为网
格化试点镇建设，每个镇选定3个村（居）
委会作为试点建设，共划分18个网格。目
前，已完成市级信息综合平台及白马井、
兰洋、东成镇网格化的硬（软）件建设，系
统正在调试中。

据介绍，设在儋州消防支队的市级信
息综合平台，面积约110平方米，包括1个
指挥中心、1个多功能会议室。指挥中心
配备坐席系统、集中控制系统、大屏显示
系统、扩声系统、通信系统、值班系统等，
并配备了24块大屏。

软件方面，市级信息综合平台设置了
实有人口管理、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等九大
模块。这些模块将整合有效信息，将人、
地、事、物、组织全部纳入网格管理范畴，
可第一时间掌握社情民意、第一时间化解
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响应服务需求、第一
时间检查办理结果，实现精细化动态管
理。

（白竹 张琳）

儋州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网格化”精细管理收良效

调优做精现代特色农业

儋州打响九大农业品牌

12月28日上午，占地500亩、计划总
投资20亿元的儋州豪德森达商贸物流城
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儋州向建设西部商
贸物流中心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交通运输、信息技术、仓储服务、
现代制造业等的飞速发展，商贸物流产业
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近年来，
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商贸物流产业
发展，注重科学规划布局，不断改善基础
设施，大力推进项目建设，现代商贸物流
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儋州市商务局局长董海峰介绍，儋
州陆路、水路交通发达，海南西线高速公
路、海榆西线公路、粤海铁路、西环高铁等
4条省内大通道贯穿境内，公路已形成四
通八达的网络，洋浦港正成为海南西部地
区货运枢纽港，海运可抵达世界各国港口
和我国沿海港口城市。不断改善的交通
基础设施，为儋州发展商贸物流业奠定了
基础。

董海峰说，近年来儋州切实抓好城乡
商业网点建设，市区商业网点建设步伐不
断加快，以大勇商场、夏日百货、鼎尚时代
广场、佳邦家具城、骑楼小吃街为代表的
商贸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苏宁电器、
居然之家、乐卖特等一批著名商业品牌进
驻儋州，极大地改变了全市商业网点“少、
小、散、旧”的落后状况。

此外，儋州还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
业，建成了海南西部（儋州）农产品仓储物
流中心、木棠农产品集散中心等项目。升

级改造了9家农贸市场；建成库容102立
方米的周转冷库、3家鲜活农产品直销配
送中心、13家鲜活农产品直销门店并投
入使用。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儋州将以公
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为依托，以
服务生产生活、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通过统筹规划，打造层次分明、布局合
理的“双城、三大片区、两座平台、四项工
程、五个项目”现代物流业总体空间布局。

以那大城区和滨海新区“双城”为重
点，建设以农产品加工物流产品、商贸物
流产品、工业物流产品为主的“三大片
区”，选址分别在西环高铁白马井站附近、
西线高速东成立交附近、木棠工业园区；
建设物流信息和电子商务信息“两座平
台”；建设城市共同配送、电子商务物流、
农产品物流配送、食品冷链物流“四项工
程”；主要建设豪德森达商贸物流城、万通
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红星美凯龙家居交易中心、海产渔货
交易中心等“五个项目”。

据介绍，豪德森达商贸物流城项目是
儋州将要打造的重点。该项目是集互联
网+电子商务、商贸、物流、展示、交易、仓
储、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全业态、全
智能高效商贸物流平台。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后，将把儋州缔造成琼西重要的商贸
物流中心、区域最大的O2O电子商务创
业中心，打造成儋州城市的新名片。

（白竹 张琳）

商贸物流产业蓬勃发展

儋州建设西部商贸物流中心

“目前已有16家企业获批入驻，13家
正申请入驻，待这些企业全部正式入驻，那
大互联网产业城的入驻率将达85%。”日
前，儋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符博良高
兴地说，在儋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儋州“互联网创业之城”正茁壮成长。

位于我省西部地区的儋州市，具有打
造互联网创业之城的有利条件。这里生
态景观优美，人文环境良好，历史底蕴深
厚，宜商宜居；这里是海南西部的交通枢
纽，既有 G225 国道和粤海铁路，又有
G98高速公路与西环高铁，洋万高速和儋
州机场正在加快前期准备工作，海、陆、空
兼具的大交通网络即将形成，区位优势明
显。此外，作为新升格的地级市和发展中
的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有着广阔的市
场空间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促进互联网产业加快发展，今年8
月，儋州市出台了吸引互联网企业及人才
落户的优惠政策，制定了发展互联网产业
的一系列计划，着力将儋州打造为“互联
网创业之城”，借力互联网促进儋州经济
社会发展。

根据儋州市确定的扶持互联网产业
的十大优惠政策，儋州市政府从2015年
起每年安排不低于5000万元设立互联网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
业总部整体迁入儋州，一次性给予500万

元的落户奖励；中小微互联网企业创新项
目，按项目研发支出的30%给予补贴，最
高500万元。

除了出台优惠政策，儋州市与企业合
作，依托位于那大镇兰洋北路的鼎尚时代
广场，打造一个以互联网创业孵化为主要
功能的互联网产业城。产业城一期建筑
面积1万平方米，二期建设7万平方米。
产业城内还设政务服务分理处，为入驻企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巨大的优惠政策吸引和儋州市政
府的积极招商下，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将目
光转向儋州。包括东华软件、中财国际等
在内的16家互联网及相关企业已正式进
驻那大互联网产业城，使用面积占产业城
一期面积的54.8%。入驻企业将在儋州
从事软件开发、高端设备制造等相关业
务。此外，还有13家企业正在申请入驻，
申请入驻面积共计3000余平方米。

符博良介绍说，那大互联网产业城只
是儋州“互联网创业之城”计划的一部
分。豪德森达公司还计划投资20亿元兴
建电子商务产业园，夏日国际商业广场计
划用1万平方米建互联网+“创客孵化器”
基地。此外，儋州市正在规划编制云月湖
生态智谷、滨海新区互联网产业园等，努
力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产业、新兴
信息产业项目落地建设。 （白竹 张琳）

基础夯实，企业进驻，产业起步——

儋州互联网创业之城初长成

儋州市峨蔓镇兵马角海边。 西海 摄

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是儋州最大的商业综合体。舒晓 摄 儋州兰洋地质温泉度假村。 舒晓 摄美丽的光村泊潮湾。 吴文生 摄 儋州城区生态环境优美。图为儋州市龙门路棕榈岛公园。 袁才 摄

“苏东坡会写诗、会画画、会做美食，
他是一个很帅的全才。苏东坡在儋州教
了很多学生，他还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海
南大学学生、俄罗斯女孩王嘉在儋州旅游
时，兴奋地说，“儋州很美，我很喜欢！”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刘祺子指出：
“东坡先生及其诗作，是重要的国粹和文
化瑰宝，到儋州东坡书院一游，绝对让人
收获颇丰。”

从2015年2月7日正式启动“东坡
文化体验之旅”以来，各界点赞的儋州旅
游业，步入了发展快车道。据儋州市旅
游局初步统计，2015年全市共接待过夜
游客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4.8%；实现
旅游总收入11亿元，同比增长16.4%；接
待入境游客1600多人，同比增长98%。

“东坡文化体验之旅”带动的，不仅
仅是东坡书院，也不仅仅是松涛天湖、石
花水洞、海南热带植物园以及多个乡村
游景点，还有力地拉动了餐饮、住宿、交
通、特色农业等的发展。

颜值越来越高的儋州旅游业，在于
不断夯实基础。“按照旅游重点项目‘六
个一’方案，加快推动重点旅游项目建
设，提升了全市旅游品质和档次。”儋州

市旅游局局长李洪涛说。
李洪涛介绍，该市大力实施多个旅

游项目：一是东坡文化旅游区一期项
目。到2015年 11月底，完成投资1.27
亿元。二是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项目。截
至11月底，完成投资1351万元。雪茄风
情园标志性建筑主体全部完工，人工湖
已建设完成，外立面装修和绿化基本完
成，酒店建成并投入使用。三是凤凰谷·
康帝度假酒店项目。截至11月底完成
投资3760万元，正在进行酒店精装修、
道路及园林绿化、景观配套等。四是加
快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那大镇力乍
村、大成镇南吉村、木棠镇铁匠村等文明
生态村初步完成旅游化改造。五是不断
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新建松涛云雾
谷风景区至鹿母湾瀑布路段11杆旅游
交通标志牌，更换5块旅游交通标志牌牌
面；修建了骑行自行车绿道和环湖休闲
绿道；在全市高铁站、旅游景区（点）建设
14个旅游厕所等。

据了解，在推进系列旅游项目建设的
同时，2016年儋州继续开展“东坡文化体验
之旅”活动，将此项活动打造成具有儋州特
色的旅游常态品牌。（平宗 陆胜 肖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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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袁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