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县城新改造完成的见龙大道。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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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砥砺奋进，5年
风雨兼程。

“十二五”期间，面
对一个个重大挑战，面
对日渐复杂的发展环
境，定安全县上下以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为统
领，着力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惠民生，推
动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这是定安发展的
落脚点，也是给34万定
安人民的庄严承诺。

“十二五”时期，定
安县委县政府主动出
击、积极作为，团结带
领全县人民，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经济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社会事
业显著进步，城乡面貌
明显改观，人民群众生
活不断改善。这是定
安城乡建设突飞猛进
的5年，也是定安产业
发展突破重围的5年，
更是群众幸福指数节
节攀升的5年。

喜享五年来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的丰硕
成果，站在“十三五”新
的历史起点，定安将继
续坚持科学发展主题，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跨越发展，为海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
砖加瓦。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普惠广大百姓

静美定安富民强县迈上快车道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司玉

城乡建设成果丰硕

基础牢靠，发展就好。
“十二五”以来，定安按照“项目建

设年”和“科学规划年”要求，围绕打造
“静美定安，祥和家园”的城市主题，以
规划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以民生为
根本，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
完善规划体系，致力走经济发展和生
态文明相辅相成之路，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

交通大动脉，撑起了定安发展的
大骨架。通过实施县城东扩和南拓，
新建一环路、二环路、官娘脊三纵四
横道路设施，中心城市新旧城区对接
步伐加快，开发空间拉大，县城面积
扩大了4倍；2015 年，全县强化农村
公路建设养护，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完成了 87 个农村公路项目建
设工作，公路建设总里程 149.13 公
里，全县271条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
提升总里程达679.77 公里，涉及108
个行政村……

详细筹谋规划，优化城乡发展空
间布局。按照“一城三区”的目标，加
强塔岭及南丽湖两个开发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老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起以老城、塔岭、仙沟三大组团和龙
河、雷鸣、新竹、黄竹为四个中心镇，
富文、翰林、岭口、龙门、龙湖为小集
镇的新格局；从完善功能、增强县城承
载力出发，定安完成了全县10个乡镇
行政村、自然村的村庄规划编制及审
批工作……

改善城乡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城
乡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建设项目涵盖全
县10个镇122个村（居）委会，866个自

然村，惠及人口33万，五年来，共收集
转运农村生活垃圾19万吨；加强园林
绿化建设力度，全县建成区绿化面积从
208.5公顷增加到278.35公顷，建成区
绿地率从23.2%增加到30.9%，建成区
绿 化 覆 盖 率 从 28.7% 增 加 到
36.06%……

五年砥砺奋进，城乡面貌巨变，定
安行走在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
宽。县城的集聚功能和农村的田园优
势相得益彰，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城乡
百姓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共享着建设的
丰硕成果。

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凝眸回望，不难发现，“十二五”期
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贯
穿始终。

在农业发展上，定安特色鲜明，可
谓“大手笔，巧手法”。冬季瓜菜、畜
牧、花卉苗木、麻竹、水产养殖、富硒
大米、百村十果、农副产品加工、休闲
观光农业等九大特色产业发展迅速，
建成一批畜禽、热作、水果、瓜菜、水
产、花卉苗木、休闲农业等标准化园
区，观光农业遍布定安各地；品牌农
业大获发展，“定安粽子”“定安黑猪”
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定安鹅”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初审并公告，“定安富硒大米”获批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培育和打
造定安鹅、定安富硒莲雾等100个农
业品牌；搭建信息传播和农产品产销
对接平台，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积极推动网络销售定安特色农
副产品，建成潭松农产品物流及冷库
中心……农业增加值从 2010 年的

14.99 亿元猛增到 2015 年的 28.18 亿
元，年均增长13.33%。

工业实力更是不可小觑：根据
“一城三地”发展战略，定安大力实施
“工业强县”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塔岭
一、二园区及海南（定安）绿色建筑产
业园区规划，高标准、精定位产业规
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
批准落户园区工业企业 71 家，涵盖
建材、制药、食品等，新增就业岗位
5700多个。

漫步于定安的村镇，细心的你也
许会发现，定安的景多了，旅游点也
多了。近年来，定安依托丰厚的人文
历史积淀，优越的自然条件，围绕打
造休闲养生目的地的目标，不断完善
乡村旅游设施和服务，有效推动了定
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同步发
展。随着定安旅游微信平台、支付宝
服务窗、定安旅游官网、定安旅馆业
信息管理系统等网络营销平台的建
设和使用，定安旅游也走上了“互联
网+”快车道。

惠民工程稳步实施

在定城镇老城区生活了30多年的
王秋燕来说，刚刚过去的2015年令她
难忘，定安加速推动旧城改造的步伐，
改善城区人居环境，一栋栋独具特色的
安居工程大楼拔地而起，圆了她的安居
梦，“棚户区改造工程，让我们实实在在
的看到了生活的变化。”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普惠百姓。定
安县委县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给广大群
众送上社保、教育、医疗、文化等“惠民
大礼包”。

五年来，定安成功创建“国家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投入2.41亿元
建设医疗基础设施，新增建筑面积6.03
万平方米。完成县医院、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定城卫生院的整体搬迁，重建、
扩建8家乡镇卫生院，新建94所村卫生
院，满足“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全
县城乡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从74岁提高
到76岁。

五年来，定安十个镇率先在全省实
现了公办幼儿园的全覆盖，新增学前教
学学位近3000个；全面实行高中教育
免费，不断提升高中教育水平；投入资
金13892.7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建设项
目45个，新建校舍面积84022平方米，
现已全部投入使用。

五年来，定安共投资 2700 多万
元，新（扩）建敬老院10间，新增床位
549个，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11%，
比 2010年提高 4个百分点。新农保
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城
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企业和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逐年提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五年
来，定安先后荣获省级卫生县城、2015
年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15年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中国民间文化（琼剧）之乡、中国热带
火山冷泉之乡、2015年海南最佳乡村游
目的地，2013、2014年广东人最爱自驾
游目的地，2011-2013年连续三年被评
为“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县”荣
誉称号，2014年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
度排名全省第一名等多项荣誉。

看成绩俱往矣，时不我待扬帆行。
回首十二五，辉煌成就将成过往，放眼
十三五，光明新篇亟待开启。

（本报定城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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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定安县著名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南丽湖。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015 年预计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75.23亿元，是2010年 38.89亿元的
1.93倍，年均增长9.2%

9.2%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3.8 亿元，是
2010年 3.0亿元的 1.27倍，年均增长
4.8%

4.8%

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1.0：
16.2：42.8 调整为 2015 年的 37.2：
17.3：45.5

37.2%：17.3%：45.5%

农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4.99亿
元增加到2015年的28.18亿元，年均增
长13.33%

13.33%

全县旅游经济总量从2011年1.77
亿元增加到2015年亿元

2.94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49
元，是2010年 14101元的 1.71倍。农
民人均纯收入 10366 元，是 2010 年
4748元的2.18倍，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2.18倍

行政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制表/王凤龙

Qu yu

启动了全省行政审批系统定安范
围内试运行工作，建立政务服务网站，
推行网上审批，为群众提供“一站式 ”
在线政务服务，网上已审批7947件，办

结7706件，办结率达到97%；

率先在全省推行了执照注册号、代
码证号和税务证号“三证合一”改革和
计生证制度改革；

在全省率先推行“农家书屋+村邮
站+行政便民服务点”的整合资源共建模
式，打造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管理、产业

发展于一体的108个行政村综合性便民

服务中心的创新做法。

五年来，定安先后荣获省级卫生县
城、2015 年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2015 年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中国民间文化（琼剧）之
乡、中国热带火山冷泉之乡、2015年海
南最佳乡村游目的地，2013、2014年广
东人最爱自驾游目的地，2011-2013年
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优秀县”荣誉称号，2014年公众安全
感和群众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名等多
项荣誉。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华彩华彩““十二五十二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