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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增速连续
5年排名全省第一，GDP
总值突破双百亿元，位
居全省第三大经济体，
世界长寿之乡……“十
二五”是澄迈发展最为
快速的5年，也是澄迈发
展不平凡的5年。

“十二五”期间，面
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两次
超强台风袭击，澄迈县
委县政府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稳中求
进，牢牢抓住“产业兴
县、产业强县”的发展战
略理念，持续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增长，基本完
成了“十二五”规划主要
目标与任务，为“十三
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澄江迈岭，旖旎风
光。“十二五”期间，澄
迈坚持按照“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的思路，
积极调整三产结构，着
力破解经济增长与生
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难
题，并在社会救助、医
保、社保和城乡低保上
建立四大保障体系，给
澄迈人民交出了一份
优异的答卷。

生产总值增速连续5年排名全省第一，GDP总值突破双百亿元

澄江迈岭旖旎风华沐春行

■ 本报记者 孙慧

三产产业结构调整
“三县一地”经济一举三得

5年前，桥头镇的沙土地瓜一亩收
入不过2000元左右，而5年后，桥头镇
每亩沙土地瓜收入超过万元。

“十二五”期间，澄迈强力推进“四
化四县”（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国际化；农业生态现代化示范县、有标
识可追溯农产品示范县、无公害农业科
技示范县、中国富硒农产品示范县）建
设。以澄迈桥头地瓜为例，这种从日本
引进种苗种植的富硒地瓜，已是近年岛
内外农产品市场上的“香饽饽”，这些沙
土中种植出来的富硒地瓜比普通地瓜
价格高7—10倍。

5年前，老城开发区美仑河畔还是
一片撂荒地，5年后，撂荒地转身变成
了海南生态软件园的休闲办公区，入园
企业达到800多家，成为全省经济效益
亩产值最高的园区。

“十二五”期间，澄迈县积极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政府服务作风大为改变，
行政审批效率提速，让澄迈的经济发展
爆发活力，以民间资金为主的大量社会
投资涌入澄迈，覆盖了整个三次产业，
形成了新“投资洼地”，造就了“澄迈速
度”，也带来了蔚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十二五”期间，国际旅游岛建设持
续升温，一时期间岛内旅游地产热潮迭
起，但面对国内经济下行的大背景，澄
迈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上要避免

“头重脚轻”，要脚踏实地打基础，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才能实现逆风上扬。

在一产农业上，澄迈逐年加大投入
和扶助力度，以“科技引进—科学管理
种植—品牌增加附加值”模式来发展农
业。地瓜、福橙、咖啡、福牛、无籽蜜柚
等数十个品种都是澄迈发展模式下的
成果。

在产业布局上，澄迈着力发展信息
产业、现代物流业、休闲旅游业、房地
产、康复养生产业。5年之间，澄迈的
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一、二产业加
快发展，三产短腿拉长，“十二五”末期
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25.5：47.8：26.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益于澄迈基
础设施的完善，曾经“短腿”的三产正在
拉长，例如澄迈旅游产业发展快速，旅
游人数从2010年76.30万人次飞速发
展到2014年的300万人次。2014年，
澄迈县三产比重为26.9：47.3：25.8。产
业结构不单一，三产比重趋向平衡发
展。

“8+2”民生工程实施6年
破除城乡资源调配壁垒

澄迈是农业大县，全县60%的人口
为农业户口，如何把城乡资源调配均
衡，让这60%的农村人也能享受到同等
待遇，是澄迈城镇化道路的一大挑战，
也是澄迈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重
要任务目标。

“十二五”期间，澄迈继续集中力
量，强力推进“8+2”民生工程（“8”即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文
体、电信、金融，“2”即富民增收工程和
以文明生态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工程）。

这5年期间，澄迈先后三次出台了
推进“8+2”工程的文件，逐年加大“8+
2”工程资金投入，做到全县新增财力
100%用于民生。在推进“8+2”民生工
程中，澄迈围绕群众在上学、就业、就
医、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所急所需，突出
工作重点，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

农村实现了道路畅通、村村有卫生
室、村村能上网、上学就医不再难、消费
可刷卡、生活有保障，群众的幸福感明
显增强。“8+2”民生工程的实施，让澄
迈在网上信访、三级公共卫生网络建
设、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十二年义务
教育三免四补”等多个民生领域实现了

“十大率先”。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市的文

明延伸到农村去。”澄迈县委书记杨思
涛认为，城乡一体化不仅要在空间布局
上把小城镇划入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中，
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努力消除和改善城乡差距，确保
无论是进了城的农民，还是留守乡村的

农民，都能够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民生资源城乡全覆盖给澄迈的农

村带来新面貌、新生活，也催生了农村
新产业、新品牌。如借助公共文化服务
全覆盖，澄迈创办“一月一镇一演”的群
众文化活动模式，被国家文化部向全国
推荐。2012年，“8+2”工程进入了全面
提升和深化阶段，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创建、农村养老保障等领域有了新的突
破，获得全国唯一县级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称号。2013年底，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起草的《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特
别向全国推荐了澄迈城乡一体化的实
践案例。

在“十二五”期间，澄迈陆续投入了
134.3亿元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接下来“十三五”期间，澄迈还将在
农村教育、农村低保、保障性住房、新农
村建设等领域进行全面覆盖。

深入推进生态现代化建设
三次产业转型成效初显

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的美仑
河畔，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建筑跃然眼
前。咖啡走廊、时尚商场、写字楼、活力
广场……老城经济开发区正从当年的
传统工业开发区，向新型生态现代化产
业方向转型升级。

这5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推进，澄迈发展也不可避免遇到环境
污染问题。从长远利益出发，澄迈提
出了要探索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与环境效益统一的‘三赢’之路，即走
生态现代化道路。澄迈率先全省提出

“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构想，用40余项
与生态挂钩的指标引导产业发展与环
境污染“脱钩”。连续6年，澄迈绿色
GDP 占比达到70%以上，三次产业转
型成效初显。

在《澄迈县生态现代化建设规划指
标》上，记载着一连串指标数据：至
2015年，全县绿色GDP占全县GDP比
重达 60%以上，工业废水处理率达
95%以上；至2020年，万元GDP能耗
低于0.6吨标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达100%，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控率达97%以上。
围绕“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相结

合”的大目标，澄迈于2009年成立了以
县委书记为主任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委
员会，同年挂牌成立了生态现代化建设
办公室，做到编制、人员、经费、职责“四
到位”，并出台澄迈县“十二五”时期生
态现代化建设规划。

这5年期间，澄迈完成了生态县规
划（2013-2020）编制工作，43项生态
现代化建设中期目标全面完成，绿色生
产总值（GDP）占全县GDP的比例达
74%，万元GDP能耗为0.51吨标准煤，
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万元GDP能耗
为0.8吨标准煤的目标，能耗累计下降
超过36.25%。

在“生态指标”的倒逼下，澄迈县政
府加大了政策倾斜，至今支持三次产业

“绿色发展”的投资超过50亿元，政府
和企业的投入比是1：10。澄迈40余
家“超亿元”工业企业投入“真金白银”
进行节能减排技改，其中，中航特玻的
全氧燃烧生产线投资近2亿元。

苛刻的生态指标为澄迈发展健康
养老产业奠定了基础。在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大背景下，澄迈借力“长寿
之乡”美名，大力发展长寿食品、生态旅
游、生态地产、休闲文化、康复康体等五
大健康养老产业，打造高水准的现代服
务业，满足公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
求。

在政府政策倾斜下，低碳文化产业
日益在澄迈经济发展中异军突起。受
益于政府财税、土地、行政审批等关键
环节的支持，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软件
园吸引了包括腾讯、中软等800多家国
内外企业入驻，以“人脑+电脑+网络”
的模式创造了百亿元产值，有望在未来
5年至8年间升级为千亿级体量。

以生态为抓手的产业结构调整为
澄迈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截至2013
年，澄迈43项生态现代化建设中期目
标全面实现，GDP跨越200亿元大关，
连续 3 年绿色 GDP 占比都已超过
70%，同时经济增速连续5年保持省内
最快速度。

（本报金江1月27日电）

澄迈县富力红树湾。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生态软件园，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创业基地。本报记者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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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
民生工程成就

制表/王凤龙

总共投入134.3亿元建立覆盖全
县的社会救助、医保、社保和城乡低保
等四大保障体系

医疗上：
建成177家村卫生室、20家乡镇卫

生院、3家县级医疗机构

教育上：
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三免四补”

政策，澄迈中学被评为“省一级甲等学
校”，思源实验学校等8所学校评为“省
级规范化学校”

基础设施：
建成 168 宗供水工程，解决

16.65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累计

建成保障性住房11765套，改造农村

危房5622间，改善和解决了10.53万
城乡居民住房条件

生态现代化建设
取得重大成就

行政审批改革
取得重大成就

取消、调整、下放了171项行政审

批事项，减幅达43.4%

县级审批按时办结率99.3%，平

均提速67.4%，190项审批事项开通

互联网申报功能，占全部事项的85%

全县 13个行业协会全部与行政
机关脱钩。

生态规划（2013—2020）编制工
作完成，43项生态现代化建设中期目
标完成

绿色生产总值（GDP）占全县
GDP比例达74%

万元GDO能耗为 0.51吨标准
煤，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万元GDP
能耗为0.8吨标准煤的目标，能耗累计

下降超过36.25%

“绿化宝岛”大行动全面完成，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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