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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屯
昌县委县政府坚持以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为中心，统筹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
民生，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拉长农业产
业链，构建工业新体
系，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千方百计抓项目、
扩投资，基本实现了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

“十二五”期间，屯
昌始终把发展农业作
为重中之重，以举办中
国海南（屯昌）农博会
为 契 机 ，采 取“ 互 联
网＋农业”“合作社＋
农户”等模式，推进农
业产业化发展。屯昌
经 济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工业短腿有所拉
长，三次产业结构趋向
更加合理。屯昌投入
巨资改善民生，让改革
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居
民。

屯昌基本完成“十
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中期调整目标）和任
务，为“十三五”时期的
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拉长农业产业链 构建工业新体系

活力屯昌“闯”字领航百业兴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刘袭
通讯员 邓积钊 余军军

农业连续5年高速增长

屯昌始终把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
重，以举办中国海南（屯昌）农博会为契
机，采取“互联网＋农业”“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2015年，实现连续第五年保持农业总
产值处于6.1%以上的高速增长，入选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保持农业投资稳步提升，2015年

各类农业生产性投资2.51亿元，其中中
部农民增收资金、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共
投入8100万元，拉动社会投资1.93亿
元。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施主要
农产品单产提升计划，重要农产品生产
实现稳中有增。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充
分利用经济林业调整空间大的优势，大
力扶持发展水果、油茶等经济林木，特
色优势农产品产值达2.45亿元。蔬菜、
水果、槟榔、橡胶、生猪、家禽和罗非鱼
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香草鸭、
野山鸡、中华鳖、黄金蜜柚、牛大力等特
色种养成为农业产业新增长点。

实施农产品品牌工程，与省质监局
签订《屯昌县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战略
框架协议》，全县新注册农产品商标34
个，西昌镇群星村凭借屯乡山鸡品牌、
枫木镇凭借枫木苦瓜品牌，被国家农业
部认定为第五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海南龙健洪涛坡屯昌种苗场被国家农
业部列为国家级屯昌猪保种场。

推进农产品销售，利用互联网、会
展、专卖店等方式帮助农民找市场，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保障农民利益。在北
京、深圳、海口、三亚等城市建设屯昌黑
猪、枫木香草鸭等名特优农产品展销店

（点）31个，扩大屯昌品牌农产品的影
响力。创新合作社扶持机制，采用“合
作社+扶贫户”的办法，将扶持资金向
合作社倾斜。

注重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2015年建成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家、县级龙头企业8家。启动县级农
民专业合作社评审工作，2015年建成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078家，其中4
家为省部级示范社、50家为县级示范
社。继续对乌坡等5个槟榔加工园区
的烘干技术进行改造，增加年加工能力
达3.56万吨，年产值近10亿元，拉动槟
榔种植户鲜果销售收入达4.6亿元，通
过提升粗加工能力拉长了农业产业链。

上新项目拉长工业短腿

“十二五”时期，屯昌经济结构进一步
优化。工业短腿有所拉长，三次产业结构
趋向更加合理。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后保
持快速增长，屯昌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建设
起步，增添工业发展后劲，预计“十二五”
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

2015年，屯昌76个省、县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 25.3 亿元。新增投资额
500万元以上项目44个，完成投资8.72
亿元，其中当年开工项目26个，完成投
资4.2亿元。枫木污水处理厂项目、乌
坡小城镇项目、华君大酒店、中心商业
广场等在建5000万元以上项目47个，
完成投资18.5亿元。实现2014年及以
前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率
100%的目标，完成中央投资3.4亿元，
占比达96.1%。

屯昌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全力推
进企业生产发展和项目建设，构建工

业新体系。先后淘汰屯昌中能24万
吨立窑水泥生产线、豪昌纸制品有限
公司3000吨制浆造纸生产线，以及屯
昌城南红砖厂300万块、和风建陶厂
200万块、屯昌南蒌红砖厂150万块和
黄岭繁全红砖厂400万块粘土实心砖
生产线。

新引进涵盖木材加工、槟榔深加工、
南药加工、黑猪肉制品加工、新型材料和
农机装备制造等各类工业项目10多个，
圣大木业关闭原8万立方米中密度生产
线，投资建设年产25万立方米高密度纤
维板生产线；屯昌鸿启年产100万吨水
泥粉磨站和中能年产60万吨水泥粉磨
站技改项目投产，新建屯昌洲丰、城南、
建民等页岩砖生产线4条，年产能3亿块
页岩砖；新建辰鸿、鸿启、永万鑫等商品
混凝土搅拌站5个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年
产能280立方米商品混凝土。

富通槟榔初级加工项目建成投产，
基本建成槟榔初级加工园区。屯昌20
兆瓦现代农业太阳能并网示范电站
2014 年 8 月并网发电，每年可提供
2500万度清洁能源电量。立足优势资
源开发利用，形成新型建材、木材加工、
槟榔加工、太阳能发电、特色矿产五大
特色产业。

屯昌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建设加快，
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产业发展用地
8.26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热带农产品加
工、林木加工及高端家具制造、先进装
备制造、生物制药（南药及海洋生物）、
新型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六大产业。

改善民生发展成果惠民

“十二五”期间，屯昌投入巨资改善

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居民。
加大民生投入，2015年挤出16.2亿元用
于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87.6%。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评估认定，义务教育标准化、规范
化学校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施教育扶
贫移民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薄弱
学校改造工程、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一
系列工程，2015年投入1.79亿元建设学
校校舍6.03万平方米及采购、维修教学
设备一批，免除3.37万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杂费和所有在校中职学生学费，新
增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位596个。

屯昌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完
成一批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和卫生院
改建扩建工程。创建“全国武术之
乡”，打造乒乓球之乡，成功举办全国
山地自行车冠军赛，大力推动和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进一步完善县城、镇、行
政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新建了县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规划馆、体育
馆、综合健身馆（羽毛球馆）、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项目，维修改造了县灯光球场
等大型公共文化设施。

村村通、户户通工程共计完成安
装23282套设备，建成屯昌县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8个基层文
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站、
48个行政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服务点。建成119个村邮站，累计创
建435个文明生态村。打造一站式人
口计生便民服务窗口，把便民服务延
伸至村一级，共在30个村（居）委会创
建便民服务代办点，实现了由远距离
变零距离服务的延伸，大大节约了群
众办事成本。

（本报屯城1月27日电）

屯昌木色湖风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器材设备齐全的屯昌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
积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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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屯昌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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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4年21042元，同比增长9.7%。

2015年 22770元，同比增长8.2%。

2104221042元元 9.7%
同比增长

2277022770元元 8.2%
同比增长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5年10370元，同比增长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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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010370元元 11.2%
同比增长

2、屯昌休闲观光农业带动旅游发展

“十二五”期间，屯昌大力开发旅游
休闲观光农业，带动旅游发展。

2015年，全县接待旅游过夜
人数38.4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8亿元，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

长 513.9%和 3163.0%，年均增

速分别为43.9%和100.8%。

3、屯昌精准扶贫2.6万人脱贫

2011年至2014年，屯昌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达 4666户 20432
人。预计2015年减少贫困人口

1166户5600人。

4、屯昌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十二五”期间，屯昌造林

8500亩，森林覆盖率达 69.3%，
始终保持较高覆盖率。开展主要
河流等重点水资源污染治理 3年
行动。整合资金 2500万元新建

设文明生态村27个，巩固文明生

态村30个，绿化村庄95个。

5、屯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十二五”期间，屯昌城乡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实施香车、竹根、南药等54宗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14宗安全饮水和
一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恢复和改
善灌溉面积1.1万亩。

6、屯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2015年，屯昌 76个省、县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25.3亿元。新增

500万元以上项目44个，完成投

资 8.72亿元，其中当年开工项目

26个，完成投资4.2亿元。

201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88亿元，笔2010年的9.81亿元增长

112.8%，年均增长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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