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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南圣河
畔，灯火璀璨，市民们
正沿着河堤漫步；“三
月三”广场，花团锦簇，
各种文体活动正在开
展，欢声笑语不断。

5年辛勤耕耘，5年
栉风沐雨。5年来，五
指山市城区面积不断
扩大，基础设施逐步完
善，成为百姓安居乐业
的家园、投资者置业的
乐土、旅游者度假的胜
地、“候鸟”人群向往的
养生天堂。

“过去5年是五指
山发展史上不平凡的5
年。5年来，全市上下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攻坚克难，开
拓实干，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都
取得了丰硕成果。”五
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经过各方努力付
出，五指山市荣获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全国文化先
进市”“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市”等称号。

五指山以保护生态为前提，推动农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发展

生态核心区的“核心”担当

第一产业增加值从2011
年的 4.74亿元提高到2015
年的 5.29 亿元，年均增长

5.6%。

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
0.77亿元提高到2015 年的

1.03亿元，建筑业增加值从
2011 年的 1.86 亿元提高到
2015年的3.59亿元，年均增
长9.6%。

全市接待旅游人数从
2011 年的 68万人次增加到
2015年的 145万人次，年均
增长20.8%

旅游收入从 2011 年的
7500万元提高到2015年的

2.24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31.5%。

投入3.02亿元，完成73
家国企改革，安置职工 4751
人，盘活了存量资产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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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是五指山市投资规模最大的时期，图为流经五指山市区的南圣
河，两岸已建好的亲水平台及形象绿地。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五指山大力发展茶叶、热带花卉等特色农业。图为五指山水满乡椰仙茶场，
妇女们采茶忙。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项目引擎拉动
经济快速增长

前不久，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委
会冲门头村茶叶种植户王海宁领到了
合作社发给她的7.8万元分红款。“我
有110多亩茶园，去年卖茶青已经收入
30多万元，年底合作社发的分红可以
用来雇人除草，购买有机肥。”王海宁告
诉记者。

近些年来，五指山市把五指山红茶
产业作为促农增收重点扶持项目，去年
安排2000万元用于补贴茶农茶苗以及
茶园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五指山红茶
种植面积约4700亩。除此之外，五指
山市还注重五指山红茶品牌推广，提高
茶叶品牌知名度，五指山红茶得到消费
者的认可，价格不断攀升，茶农实现增
收。

扶持五指山红茶发展是五指山落
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一项内容。据
统计，近5年，五指山市发放农机补贴、
农资综补等66项惠民补贴2.66亿元，
惠及53.2万人次。五指山市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第一产业增加值从2011年
的4.74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5.29亿
元，年均增长5.6%。

五指山市森林覆盖率高，可用土地
面积有限，发展工业先天条件不足。五
指山市通过加大对华润水泥（五指山）
有限公司、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等10
家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工
作，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0.77亿元
提高到2015年的1.03亿元，年均增长
8.3%。

“过去五年，是五指山市房地产业
发展的黄金时期，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都较前五年有大幅提升，商品房销
售面积累计达86.44万平方米，销售额
48.39亿元。”五指山市房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漂流、登山、骑行，赏红叶、观梯田，
五指山市的旅游产品丰富而富有特
色。过去五年，五指山市以旅游业为龙
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黎峒文化园
（一期）、红峡谷旅游区（一期）等景区景
点相继建成；亚泰雨林度假酒店、怀特
彩云飞大酒店等投入运营。开通五指
山至三亚的旅游专线，设立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3处，建设旅游公厕22座、旅游
导示牌130个。成功举办或协办海南
省“三月三”主会场活动和黎族祭祀庆
典活动、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
活动，以及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旅游
暨房地产推介，五指山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断提高。全市接待旅游人数从2011
年的68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45
万人次，年均增长20.8%；旅游收入从
2011年的7500万元提高到2015年的
2.24亿元，年均增长31.5%。

五年来，五指山综合经济实力大幅
提升，五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131.8亿元，年均增长22%，这是
五指山市投资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时
期。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22.01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64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34.1亿元，分别是2010年
的1.31倍、1.81倍、2.22倍。产业结构
得到优化，三大产业比重调整为24：
21：55。

加大民生投入
民生持续改善

“国企改革，让我如期领到退休工

资，每月有 2000 元左右。”五指山市
原商业贸易总公司职工罗海军与记
者谈起国企改革事项时，难掩内心
的激动。

民生无小事。近年来，五指山市
委、市政府决策层充分认识到，解决
五指山关闭国企历史遗留问题，事关
数千职工福祉，事关五指山的发展
稳定大局。“十二五”期间，五指山
市投入 3.02 亿元，完成 73 家国企改
革，安置职工 4751 人，盘活了存量
资产，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五指山
市还深化农垦改革，并将农场承担的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
统一管理。

2015年上学期，五指山市南圣教
学点才 14名学生，到下学期增加到
了24名。随着南圣教学点教学设施
的完善，教育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教
学点周边村庄部分家长把原本在市
区或镇上读书的学生，就近送到南圣
教学点。

“农村教学点发生的变化，家长们
能感受得到，学生们的回流，重新拾起
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南圣教学点负责
人符祥传对此颇感欣慰。

五指山市教学点建设是五指山
市重视教育的一个缩影。去年年底，
全省农村教学点工作经验交流现场
会在五指山召开，五指山市农村教学
点管理经验得到省教育厅以及兄弟
市县的认可。

据统计，过去五年，五指山累计教
育总投入12.6亿元，年均增长16.2%。
新建或改扩建幼儿园13所、校安工程
9个，改造薄弱学校项目158个，创建
省、市级规范化学校13个。

“去年五指山市重点民生支出占地

方公共财政支出的75.7%，人民生活显
著改善。”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表示，
2015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1366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8635元，与2010年相比，分
别增长86.8%、125.9%。五指山市还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7465 套，竣工
5933套；完成农村和库区移民危房改
造3600户，一大批中低收入家庭圆了
住房梦。

开展生态补偿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五指山市是我省的生态核心区，多
条河流发源地，五指山市的生态保护事
关全省人民的利益。

五指山市强化森林资源保护，严格
落实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严厉打击一
切滥烧、滥伐、滥捕、滥建等破坏生态环
境的不法行为，五年无重大火灾和人员
伤亡事故发生，森林覆盖率达86.44%，
位居全省之首。

从2014年起，五指山市通过直补
方式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农民给予适
当补偿，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其保护生
态环境的积极性，促进五指山市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可
持续发展水平。自五指山市开展森林
生态效益直补以来，农民保护生态的意
识有所提高，五指山森林火灾零发生，
毁林案件明显下降。

青山苍翠，白云悠悠。五指山以
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吸引着八
方来客，五指山市正朝着建设“热带
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的目标迈
进。

（本报五指山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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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五指山“十二五”

五年来，五指山综合经
济实力大幅提升。

预计2015年，全市生产总
值22.01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64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34.1亿元
分别是2010年的1.31倍、

1.81倍、2.22倍。

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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