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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已经过
去，回望五年，文昌迎
来重大历史机遇并取
得重大发展成就，一项
项好成绩令人振奋。
这五年，在省委的正确
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文
昌全市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积
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两次超强台风
的正面袭击和经济下
行的压力，牢牢把握稳
中有进的工作总基调，
全面落实中央、省委支
持文昌发展的政策措
施，攻坚克难，开拓进
取，顺利完成了“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
标和任务，综合实力实
现重大跨越、城乡面貌
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
活得到重大改善、科学
发展绿色崛起得到全
力推动，创造出文昌发
展的又一黄金期。

■ 见习记者 叶媛媛

随着文昌旅游的不断发展，月亮湾也成为如今受游客喜爱的景点。图为从铜
鼓岭景区俯瞰月亮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十二五”期间，文昌市一直把民生放在发展首位。图为新建成的文昌市人民
医院，为文昌人民提供了更好医疗保障。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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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五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文昌
卫星发射基地破土动工，文昌科学发
展的车轮马力全开。在当地人眼中，
这是翻天覆地的5年：航天城一步步崛
起，让文昌人充满自豪；“两桥一路”横
跨海峡天堑，圆了文昌人民的百年之
梦；滨湾路等120公里城市道路的建设
和改造，搭起了一个中等滨海旅游城
市的框架；民生设施的推进，让侨乡大
地春意盎然。

2015年，文昌市全市预计生产总
值达175亿元，是2010年的1.46倍，年
均增长7.8%；预计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过13亿元，是2010年的2倍，年
均增长14%以上；“十二五”期间，全市
累计投资达72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
的3.1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6255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1455元，与2010年相比分别
增长71%、87%。五年来，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新跨越……一组组数据彰
显出文昌“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展示出文昌“十三
五”发展的良好基础。

发展理念是推动发展的先导，从
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精辟阐述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的深刻内涵，为文昌“十三五”推
动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
了方向。

文昌处于海南岛的东北部，毗邻
省会城市海口，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备战卫星首发的契
机，五年来，文昌旅游发展成果显著。
航天发射场入口观景点、发射场临海
观景点、桥头公园观景点3个永久观景
点和多个临时观景点仍在加紧施工，
预计均可在首发前建成开放。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较快
发展，也使得文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取得较大进展，经济总量和质量也呈
现出可喜的变化，“十二五”期间，文昌

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经济结构更
加优化。文昌2015年预计地区生产
总值175.04亿元、人均GDP31667元，
与 2010 年相比，分别增长 45.7%、
40.9%。

除了经济快速发展，文昌在统筹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有新提
高，近几年，在全力配合省政府做好铺
前大桥、文博高速公路、红岭灌区东干
渠等省重点项目的基础上，文昌加快
推进以文城城区为重点的城乡道路建
设，通往东郊椰林名胜风景区道路、海
文高速潭牛立交至宋氏祖居旅游公
路、昌铺滨海旅游公路等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

针对文城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城市配套不完善的问题，文昌专门
成立了文城片区建设指挥部，统筹指
挥新老城区的建设，提升城市综合管
理水平。文昌桥头公园、文东公园等
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一
些因规划、征地、搬迁等因素影响而搁
置的文城城区道路延伸线、“断头路”
的处置工作得以开展，城区路网和市
民活动场所、绿化空间的建设逐项开
展。强力开展的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
坚行动中，文昌拆除、整治、没收等手
段处置违法建筑106宗、面积约9.7万
平方米。

加大投入改善民生

如果说，经济数据更多地体现为衡
量发展的“量”的指标，那么，民生改善
则可以作为衡量发展的“质”的标尺。

天大地大，老百姓的事儿最大。
回顾过去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文昌更加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
公正，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
体系，着力引导社会领域产业发展，始
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
务，实施一系列惠民利民措施，千方百
计扩大民生福祉。教育公平、医疗保
障、养老救助……这些与老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的事情，提挡加速，为百姓幸

福加码。
要是搁在几年前，喝上自来水是

潭牛镇古城村村民想也不敢想的事
情，所以即使时隔两年多，古城村村民
杨来侠还是会因为如今村里能稳定地
用上干净的自来水而开眉展眼，“从
前，只要下场雨，我们用的就是浑浊的
泥水，可现在，古城村全村都通了自来
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一条条通水
管道通向百姓的家，这给包括杨来侠
在内的所有古城村村民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而这样的通水管道不只是通往
古城村。“十二五”期间，文昌市前后共
投入1亿元多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共有
将近24万群众从中受益。

除了饮水问题，看病难问题也得
到一步步缓解。曾经，文昌市人民医
院的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许多危
重病人只能转往海口的三甲医院进行
治疗，不但增加了病人的负担，医院的
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2014年
11月28日，完善了硬件条件的文昌市
人民医院正式挂牌同济文昌医院，委
托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管理，
常驻5名专家并带来先进的管理及医
疗技术。

“没想到文昌市人民医院会有这
么好的医生，这里的技术不比海口
的医院差！”2014 年 4 月，文昌小伙
詹达永通过在同济文昌医院接受国
内相关领域带头人窦永充亲自执手
的介入微创手术而获得康复，而原
先这样能在家门口获得国内最先进
水平治疗的事他想都不敢想。打造
卫生民生工程，进一步推进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基层医药卫生体
制综合改革工作，完善中医药综合
服务区建设项目和新农合保障体
系，文昌的医疗服务保障水平的提
高让人看得到。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文昌作
为文化之乡，重视教育的程度可想而
知。1.5亿元启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建
设，245万用于市级教师集中培训和边
远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五年共
计37.22亿元的投入，“‘十二五’期间，

文昌通过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水
平和保教质量，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高考不断再创佳绩，高分段考
生数量一直居全省各市县前列。”文昌
市教育局局长龙跃说。

“十二五”期间，文昌市一直把民
生放在发展首位、贯穿改革始终，在发
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民生投入
力度，2015 年 1-10 月份民生支出
27.51亿元，同比增长43.3%，占地方公
共财政支出的85%。认真实施为民办
实事项目，已完成为民办实事事项9
件、正在推进4件、2件基本完成前期
工作。通过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让群众直接享受发展成果，为老
百姓带来真真切切的实惠。

绿色发展优化产业

“海水真干净，这里的海比海口三
亚还要美！”许多走在文昌市翁田镇海
岸线和会文镇冯家湾的游客都会发出
这样的感慨。这得益于“十二五”期间
文昌对绿色发展的坚持。

近几年，文昌推进以翁田镇近海岸
线和会文镇冯家湾为重点的海域岸线综
合治理，整治规范200米海岸线范围内
建设项目问题；积极开展“绿化宝岛”及
灾后生态恢复植树造林大行动，已完成
造林8.7万亩，占全年任务的130%；部
分农村耕地撂荒问题也得到解决，目前
已消除撂荒地1.8万亩；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渗沥液处理工程进展顺利……

近期，文昌还通过了“关于全面开
展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建设的指导意
见”，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的重要一
项，指导意见中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构建富有活力的生态经济体系，推进
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打造城乡优美的
人居环境等均有更加细致的要求。倡
导生活方式绿色化，营造绿色生活环
境，创建生态示范区，相信文昌将在下
一个五年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持
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文城1月27日电）

数说文昌“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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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完成了全市17个综
合文化站及室内配套设备装置、
60个行政村文化室、255间农家
书屋，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场地31
块、全民体育健身路径43个，篮、
排球场地689个，1个市级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支中心。

工业经济运行

完成工业总产值
预计为

45.6亿元

2015年

同比2010年
增长
28.39%

预计工业完成
增加值

13.48亿元，

同比2010年
增长
22.88%

农业工作进展
2015年

农林牧渔总产值
预计总产值

122.86亿元

比2011年增长
53.7%

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
11581元

同比增长
63%

交通设施建设

2015 年累计完成 24.78 亿
元，目前境内国道公路里程
26.638 公里，省道公路里程

252.457公里，县道公路里程到

228.18公里，乡村道路里程（已硬
化）1581.15公里，高速公路里程
21公里。

文化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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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迈入发展黄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