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会山镇旅游脱贫

2015年，96户378人“摘穷帽”，占
会山镇2014年贫困总人口的30.5%

两会连线

本报嘉积1月27日电（记者蔡倩 实习生李
艳玫）“银行搬回来了，茶店开起来了，多了旅馆、
超市、专卖店，最大的变化当然是游客越来越多！”
今天上午，琼海市会山镇镇干部柳俊告诉记者，这
一年来落后封闭的会山镇实现了城镇化的靓丽转
身，以第三产业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镇墟上人
旺财旺，乡村里农民过上城市般的生活。

尽管寒潮尚未退去、寒风依然凛冽，仍有不少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会山镇游玩，镇墟上停
着一辆辆挂着“黑”“京”“川”等牌号的自驾车。“少
数民族风味很足，从没见过这样有特色的小镇！”
来自四川的游客孙丹赞叹道。

近年来，琼海市新型城镇化道路越走越宽，自
博鳌迈步，潭门、中原、万泉、大路等一批“明星小
镇”风生水起，“会山农民也得变个活法！”会山镇
委书记周坛说，以“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
城镇化”为原则，借力少数民族特色资源，会山镇
打造出的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让古寨会山破茧
而出，醉了八方游客，富了当地农民。

“今年会山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
越来越好。”会山镇上第一家夜宵店的老板娘邹霞
翻炒着菜肴，爽朗地告诉记者，她跟随丈夫外出打
工，从广州到海口，再到嘉积，最后还是回到了会
山老家，“越走越山旮旯，但方向却越来越对！”

会山镇把镇墟改造汇集的500万元建设资金
笔笔用在刀刃上，1100米排水管道、800米人行
道、30余间临街建筑物立面改造，大到建筑物，小
到路灯，无处不体现色彩斑斓的民族元素。镇政
府同时还投入资金290万元给当地加脑苗村修
路、通电、处理排水排污等，完善村庄的基础设施
建设，将其打造成苗族特色村寨。

在会山镇沐塘村委会加脑村“哖嗦苗家乐”
里，一群上海游客正享用着苗家长桌宴：野菜汤、
五色饭，五脚猪肉再配上山兰酒，他们不禁大呼痛
快。“村里干净美观，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房前屋后
都是美景，住在这里的村民太让人羡慕了。”上海
游客宋晓晓由衷地感叹道。

“以前村里连手机信号都基本没有，现在谁家
没有手机或电脑呢？”加脑村村民李家全骄傲地告
诉记者，去年加脑村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示范
村”。村里的苗绣能手陈秀兰还办起了个人苗绣
工作室，一年来，苗绣“伴手礼”为陈秀兰增收8万
元，她边绣着一个苗绣发箍，边说道：“这是我全年
一家种植橡胶、槟榔收入的10倍。”

琼海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生活改善

特色小镇建设致富苗乡

数读什寒村

全村旅游收入 人均年纯收入

2015年2013年 2014年

60万元

113万元

748万元

6429元

7582元

87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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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李佳飞 通讯员 陈思国

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打响脱贫攻坚战

精准发力 不落下一村一户一人
海边，顶级酒

店、高档别墅鳞次
栉比；山里，仍有贫
困农民住在危房，
衣着打补丁。

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以来，短短
的 20 多年时间里
就成长为国际化旅
游目的地。然而与
全国一样，二元结
构问题依然突出。
目 前 ，我 省 还 有
47.7万农村贫困人
口，其中20万人需
巩固提高，有 5 个
国定贫困市县，300
个贫困村。

“十三五”时
期是我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这些贫困人
口，需要怎样的牵
引力和助推力，才
能与全省一道同步
走向全面小康？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纷纷建言献策。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扶贫工作取得
了较大成效，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但
是，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
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且致贫原因复
杂多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儋州，地处西部干旱地区，拥有5.2万
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省人大代表严朝
君说，打好扶贫攻坚战，要层层签订责任

书、立军令状，建立“市领导包村、全市干
部包户”，选派驻村工作组，把全市干部打
造成脱贫攻坚的铁军。

干部进村入户，就是精准扶贫的前提
条件。省人大代表吴伟雄说，要摸清贫困
人口的家底，才能拿出有效的扶贫办法，
要建档立卡，并且要实施动态管理，每年
要进行一次回访，看看有什么变化。

省政协委员邓泽永也认为，干部遍访
贫困户，一户一策，才能让全面小康社会
不落下一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吴伟雄说，扶贫是
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
基础设施要完善、产业要发展、剩余劳动
力要转移，需要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共
同来努力。“仅产业扶贫，就涉及到技术、

资金、市场等环节。”
省人大代表揭晓强也表示，要树立

“大扶贫”理念，整合资金，统筹解决扶贫
攻坚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如生态核心区困
难群众的生产发展以及生态移民、水库移
民、工程移民等历史遗留问题，要更多地
运用“整村推进”的手段改善贫困户的生
产生活条件。

树立“大扶贫”理念

“致贫原因多种多样，扶持的政策也要
有针对性。”省人大代表杨松仕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的十大精准脱贫举措，是很
到位和全面的。部分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因
为随着人口繁衍，人均耕地面积少，因此可
以通过教育让他们的下一代到城里就业。
至于老一辈农民，以及土地较多的农户，还
是需要依靠农业发展来脱贫。”

省政协委员黄文胜说，农业效益得不
到充分发挥，很大原因是技术问题。建议
依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农业示范基

地、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村生产经营实
践中培养一批长于经营、精于管理、勇于
创业、乐于带领群众致富的复合型人才。

“实施旅游扶贫，可以提升农业附加
值，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
山银山。”省政协委员王惠仙说，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需要扶持提高贫困人口的
旅游从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并在制度上
设计保证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的赋权机
制、旅游咨询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培训
机制。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儋州市木棠镇，气候干旱、土地贫瘠，
是儋州有名的贫困地区，然而就在这块贫
瘠之地，铁匠村却创造了人均年收入近2
万元的“奇迹”。

“铁匠村的发展，有政府扶持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铁匠村人敢闯敢试的拼搏
精神。”省人大代表李巨川说，铁匠村耕地

少，也不种植花梨木，但是将花梨木工艺
品卖到全国，已经闯出了市场。“如果贫困
户自身没想法，存在等靠要思想，再多的
扶持，也是年年扶贫年年贫。”

省人大代表邓运周也认为，脱贫的核
心因素归根结底在于群众。他建议，要带农
民到外地参观学习，看看产业发展好、脱贫

致富较好的村庄是什么样的，激发他们的主
动性、积极性，同时，分批分类去进行扶贫，
先扶持有劳力、有发展欲望的群众脱贫。

李巨川则建议，要加强“农村软实力”。
目前，我省不少村干部老龄化严重，思想观
念滞后，不能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因此应该
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经验、有想法、有干劲的

年轻人成为村干部，带领村庄发展。
“今年‘村两委’换届工作开始，要选

准配强农村脱贫致富带头人、引路人。”邓
运周说，可以让选上的“村两委”干部到乡
镇政府跟班学习，丰富知识、拓宽视野，带
领群众发展产业，不仅脱贫，还实现可持
续发展。

选准脱贫致富引路人

本报营根1月27日电（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
者黎大辉）1月26日中午，海拔800米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什寒村依然寒风瑟瑟寒气扑面。即使
这样的天气，村民王庆武也没闲着，他这天接待了
一桌来吃饭的客人，并接到了第二天的两桌订单。

作为村里最早开起农家乐的老板，王庆武亲
身感受到旅游对他们这个原本贫穷的村子起了多
大的作用。

王庆武一家六口人，上有87岁的老母，下有待
哺的3个孩子。2014年之前，王庆武在外务工，杀
过猪，做过生意，却没赚到钱，抚养老人孩子经济压
力大，这样拮据的日子在村里还算经济条件较好
的。别的村民大多靠微薄的田地，生活在贫困线下。

为改变什寒村的贫困面貌，2012年底，琼中
决定把什寒村作为琼中打造“奔格内”乡村旅游的
扶贫示范点，将农业和旅游业进行融合，引导村民
逐步吃上旅游饭，并以此探索旅游扶贫攻坚新模
式。2013年8月，什寒村正式开门迎客。

眼看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政府为大家提供这
么好的致富平台，王庆武决定端起“旅游饭碗”。
2014年“三月三”时节，王庆武开了一家农家乐，
这是村里最早开业的农家乐之一。供游客吃饭，
并摆卖蜂蜜、铁皮石斛等一些黎苗土特产，这让王
庆武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现在收入比之前好多了，轻轻松松一年有三
四万元收入，七八月份游客多的时候，每天净利润
都能达到1000多元呢。”王庆武乐呵呵地说道。

随着游客量日益增长，如今什寒村村民开的
店由最初的3家发展到现在的18家，包括黎苗农
家乐饭店、土特产小超市、咖啡店、烧烤园等。

“现在生活好过了，想吃什么买什么。”王庆武
笑容满面地说道，正是有了政府主导开发旅游，他
们才有机会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

琼中探索农旅扶贫新模式见实效

农民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热议中，不少代表委员对全省城镇体

系建设提出期许。
许辉标说，在推进我省四级城镇建设

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省域及区域中心城市
的带动辐射作用，促进资源要素的集聚。

省政协委员林尤葵表示，在推进四级
城镇建设过程中，要让社会形成共识，形
成从上到下大局同一的观念，将规划落到
实处。“我们的规划非常科学，但在执行的
过程经常会有各种因素干扰。”

“政府引领，企业扶持，大家一起上
阵，齐抓共建，形成合力才行。”省政协顾
问王毅武指出，在推动四级城镇建设的过
程中，要格外关注一些地方后续发展问
题。以琼海的特色乡镇建设为例，城乡一

体化要有生命力，就要考虑村民获利的可
持续性，这样才会有前景。此外，他还希
望，政府在推进四级城镇建设过程中，要
在解决资源配置方面下功夫。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代表委员热议“多规合一”指引下“四级城镇”怎么建？

让百千特色小镇乡村翩跹起舞

海 口 三 亚 南
北呼应、琼海儋州
两翼发展、美丽海
南百千工程……
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一个个热点词
汇正激发着区域
经济的新活力。

我省启动“多
规合一”，在未来
五年以“一张蓝图
干到底”的魄力，
为推进城镇化勾
勒出了有关省域、
区域、县域、镇域
的一张张生动图
画。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今天就如
何建设“省域中心
城市—区域中心
城市—县城中心
镇—特色产业小
镇”四级城镇，推
动我省城乡一体
化建言献策。

“加强中心镇和特色镇建设，大力引导
乡镇转型升级。”谈及推动四级城镇建设，
代表委员们将焦点对准了我省特色乡镇。

省人大代表李娇慧说，万宁山根镇地
处山海河资源环抱之中，打造特色风情小
镇过程中特别注重的就是对当地红色滨海
旅游资源的挖掘。通过乡镇路网、管网、立
面等改造，我们要使小镇恢复自然田园的
纯朴面貌。而发展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让广
大农民受益，所以，山根镇最近引导农民种

植柠檬等新兴特色农产品，并将山根镇农
产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品牌推广，让农产
品附加值提升，带动农民增收。

省政协委员韩阳光也感叹，近日组织
省外考察团前往琼海乡镇考察，大家无不
感慨琼海乡村的景致迷人。

省人大代表冯玉感触颇深：“今年，琼
海市继续推出特色风情小镇，成功改造后
的石壁镇和龙江镇马上将与全省人民见
面！”冯玉给本报记者翻看她手机中收录

的特色乡镇LOGO，“你看，这是‘椰韵小
镇时尚长坡’……今年，琼海市在推进特
色乡镇发展上还有大举措，那就是对12
个乡镇进行12种特色文化的整体包装，
全新亮相。同时，12个乡镇的农产品以
特色包装和营销方式向岛内外进行推
介，此举将极大地提升琼海农特产品的
品牌价值。”

“农耕特色小镇大路镇在农业电商上
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仍村农旅融合发展得

非常不错……琼海特色乡镇的确非常出
色！”孙薇曾随省政协的调研组到琼海各
乡镇调研，印象尤深。

“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实现农民就
近城镇化。”孙薇观察到，在政府的引领带
动下，村民自主致富，一些村民把自己家
的住宅修成民宿、以乡愁为主题对外开
放，不久后就成为了城市人到农村进行乡
村游的亮点。“新型城镇化建设鼓励了村
民在家乡谋事业，改善自己的生活。”

融入特色文化元素实现就近城镇化

发挥中心城市带动辐射作用

热议中代表委员们表示，推进“四
级城镇”建设，政府要科学合理统一考
虑各项建设用地空间结构与布局、产业
分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各
级城镇人口容量和用地规模、城镇发展
边界、基础设施布局、服务设施均等化
发展等问题。

去年，海南省域“多规合一”工作启
动，此举对促进我省城乡一体化，推进“四
级城镇”建设意义重大。

省政协委员许辉标说，通过“多规合
一”，我省实现了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
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
的协调统一。以“海澄文一体化”为例，

“多规合一”突破了行政区划，推进海澄文
区域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服务
设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和机制一体化
发展。

“一本规划，一张图纸，一个平台，一
套机制干到底！”省政协委员孙薇认为，省
域“多规合一”省时、省力、省财，作用显

著。“解决了政府与企业、个人可能产生的
纠纷问题。”孙薇表示，以往的企业在某一
届政府任内投资一个项目，得到了很多承
诺，但到了下一届政府可能就无法兑现。
现在，“多规合一”解决了这个难题，促使
政府担负责任，将工作延续下去，非常有
利于推进“四级城镇”建设。

“多规合一”成四级城镇建设强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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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颖 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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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会山镇打造成民族特色浓郁的风情小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原本贫穷的什寒村吃上“旅游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