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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
这个位于海南西部的
工业重镇，面对近年来
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谋
求转型升级之路。在
产业发展路径上，昌江
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着力培育和发展新
兴产业，多元格局正在
形成，接续替代产业效
益初现。

随着资源枯竭和
环境保护双重压力突
显，昌江不断加强对传
统企业的升级改造，同
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和战略性新兴工业，挖
掘新潜力，促进工业全
面提质增效，以工业新
业态助推绿色崛起。

据统计，2015 年，
昌 江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90.5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2010年增长超
过七成，同时，三次产
业 结 构 从 2010 年 的
26.3:55.0:18.7，调整为
2015年（预计）的28.6:
40.6:30.8，经济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效果显著。

昌江完善农业产业链，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旅游业异军突起

纯美昌江转型升级新业态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特约记者 陈家贞
通讯员 李德乾 林朱辉

多规合一
描绘昌江发展蓝图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特约记者 陈家贞
通讯员 李德乾 林朱辉

“昌江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多规
合一’的促进作用。”昌江县委书记林东日
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在‘十二五’时
期，昌江积极推进并落实‘多规合一’工作，
为昌江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描绘
出了一张蓝图。”

近年来，昌江“多规合一”工作一直走在
全省前列，目前昌江“多规合一”已进入第三阶
段，并将前两阶段的成果上报。据介绍，按照
相关部署，到2020年，昌江县域建设用地规
模边界基本确定，与环保厅充分对接划定生态
红线、基本农田和林地与建设用地的矛盾已协
调完毕，十条控制线中已划定七条。针对第一
阶段的不足，昌江继续细化相关内容。

“我们在‘多规合一’中坚持减量规划原
则，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对全县现行城
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中短期不能开发利
用的‘低效’建设用地进行大幅度核减，共核
减工业园区用地、中心城区用地以及零星用
地等各类建设用地2970公顷，并将核减的

‘低效’建设用地指标调入到宜开发的‘高
效’建设用地区域内，提高土地开发效益。”
该县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石碌1月27日电）

“工”坚克难
工业迈向绿色循环

近年来，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保护
双重压力突显，昌江不断加强对传统企
业的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和战略性新兴工业，挖掘新潜力，促进
工业全面提质增效，以工业新业态助推
绿色崛起。

昌江县委书记林东说，要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和战略性新兴工业，发展一批
支撑昌江长远发展的新型工业项目，培
育工业新业态，适应经济新常态。

昌江一直是海南西部工业走廊的重
镇，除传统铁矿石开采及加工外，昌江正
大力发展核电与光伏产业，培育新型环
保建材等工业产业项目。“工业所占比重
较大，占到GDP的50%以上，占财政收
入的六成以上。”昌江县长林安说，政府
正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培育更多新的经
济增长点。昌江石碌铁矿石是亚洲第一
富矿，经过近50年的开采，露天开采资
源临近枯竭。目前，政府在加大生态保
护的基础上，加强对传统工业转型升
级。正陆续推进铁矿石从露天开采转向
地下开采，2016年将全部实现闭坑。

昌江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主要污染
物总量控制方面，昌江严格落实节能减
排目标责任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
放和产能过剩行业上新项目，淘汰落后
产能。目前，昌江已建成年产200万吨
的选矿厂，加大对废弃铁矿石的筛选加
工。继续推行余热发电，引入脱硫脱酸
技术，加大对水泥企业的节能技术改
造，使水泥企业污染排放全部达到国家
减排标准。全面完成了省下达的万元
GDP能耗下降到1.9818吨标准煤、比
2010年下降10%的任务目标。

“核电并网发电后，昌江将成为海
南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目前，1
号机组已并网发电。”昌江工信局莫覃
慧副局长介绍，昌江核电拥有2台机

组，单机容量为65万千瓦。据初步测
算，核电机组按年运行7000小时计算，
相比同等容量的煤电机组，每年可以减
少燃用标煤约260万吨，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 780万吨、烟尘排放约 450
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600吨、氮氧化物
排放约9700吨，环保效益显著。

林安表示，确保今后昌江将继续加
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延续工业作为昌江地方经济支
柱产业的地位，同时实现工业环保全面
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努力把昌江循
环经济工业园区打造成为开放程度高、
规划水平高、聚集能力强的示范园区。

“农”郁飘香
农业实现品牌经营

“十二五”以来，昌江致力于优化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目前已形成了冬季瓜
菜、种桑养蚕、辣木种植、山猪养殖等一
系列新的农业产业。据统计，单是
2015年，昌江实现农业增加值26.15亿
元，同比增长6.8%。其中，新增冬季瓜
菜1万亩，总面积达13.5万亩，种植桑
树3213亩，扶持建设蚕房2.2万平方
米，甘蔗地实现转产6万亩。

“到目前为止，全县冬季瓜菜种植
面积达到 13.5 万亩，年产量近 22 万
吨。”该县农业局负责人说。与此同时，
昌江热带水果基地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各类水果总面积达19.8万亩，产量近
43万吨，其中有芒果5.8万亩、香蕉7.6
万亩、西瓜1.8万亩、香水菠萝及金钻
17号菠萝0.6万亩，各种特色水果种植
业正在快速发展。

昌江农业规模化、品牌化也实现了
突破。目前，全县设施大棚面积累计
达3803亩，并建成了面积达1250亩
的七叉镇天和农场芒果科技示范园、
面积达1125亩的七叉镇华超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面积达 3600

亩的乌烈镇峨港田洋常年蔬菜标准
化示范基地、石碌镇蓝祥联农香蕉组
培苗培育中心等现代化农业生产示
范基地。同时，昌江共扶持打造了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达8个，培育
“昌香牌”芒果、香水菠萝、姜园圣女
果、保平毛豆、霸王山鸡、乌烈羊等具
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农产品。

昌江种桑养蚕产业的引入和发
展引人瞩目。“桑蚕产业是昌江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大项
目。”昌江县农业局副局长龚定勋告诉
记者，种桑养蚕深入广大农民的欢迎，
响应的积极性很高，县委、县政府已决
定今年争取扩种到10000亩。

“昌江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加
快农业标准化建设，大力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林安如是说。为实现这个目标，
昌江的首要任务便是大力推进品牌农
业建设。据了解，昌江正致力于打造一
到两个规模适度、配套完善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重点推进昌江雪茄产业园项
目和万亩桑蚕产业项目建设，引进亿康
公司等辣木龙头企业建设辣木产业示
范基地。与此同时，创建一批标准农业
示范园，培育才地辣木、乌烈乳羊、保平
毛豆等一批特色农业品牌。

拓宽“旅”途
旅游业逐渐崛起

“昌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佳机遇。”林
东在采访时如是说。“十二五”期间，围
绕《海南省总体规划》的定位，将旅游业
确定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
全力把昌江打造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山
海互动特色旅游目的地”。

为此，昌江提出了旅游服务业“一
线一带一中心”的构想，具体为，以昌化
古城文化小镇和海尾湿地渔家小镇建
设为抓手，打造“玩海棋子湾”“观鸟听
涛”海尾湿地公园，建设“滨海一线”旅

游线路；以七叉木棉雨林小镇建设为突
破口，整合木棉、民俗、田园、山水、森
林、洞穴、温泉等特色资源，激活“沿江
一带”旅游；以宝瑞森林公园为依托，充
分汲纳黎苗特色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博
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建设，石
碌镇旅游文化基础设施，全面发展“石
碌县城旅游集散中心”。

昌江旅游局局长黄玉宁介绍，为将
构想落到实处，“十二五”期间，昌江加快
推进恒大棋子湾海上娱乐运动中心、恒
盛元棋子湾五星级酒店、海南西海岸海
尾湿地公园、海南美高美银湾花园酒店、
霸王岭苗村天涯驿站等旅游重点项目建
设，积极规划旅游线路，开展“昌化江畔
木棉红”“芒果飘香昌江情”“激情玩海棋
子湾”等旅游主题活动；同时不断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七叉镇区和七叉
霸王岭风情小镇立面改造工程建设和候
车亭、公共停车场和绿地的建设，七叉百
年芒果树旅游广场、生态停车场、旅游公
厕等工程项目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据统计，2012年全县旅游接待过
夜人数41.6万人次，同比增长30.18%，
增长幅度全省排名第二。2013年全县
旅游接待过夜人数54.01万人次，同比
增长 29.83%，增长幅度全省排名第
三。实现旅游收入2.46亿元，同比增长
29.4%。2014年，昌江接待旅游过夜人
数66.04万人次，同比增长22.27%，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04%。2015年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71.33万人次，同比增长8.0%，实现旅
游收入4.31亿元，同比增长36.82%。

“总而言之，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县
城旅游服务产业体系，打造‘山海黎
乡、纯美昌江’的旅游品牌，全面提升
昌江的旅游知名度。”黄玉宁说，“其
意义不仅仅是为昌江的经济发展带来
新的动力，为居民增收拓宽新的渠道，
也为昌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助力，对
加快昌江旅游发展意义深远。”

（本报石碌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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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正陆续推进铁矿石
从露天开采转向地下开采，2016年将全
部实现闭坑。

昌江核电机组按年运行7000小时

计算，相比同等容量的煤电机组，每年可

以减少燃用标煤约260万吨，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 780 万吨、烟尘排放约

450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600吨、氮氧

化物排放约9700吨，环保效益显著。

农业
2015 年 ，昌 江 实 现 农 业 增 加 值

26.15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新

增冬季瓜菜 1万亩，总面积达 13.5万

亩，种植桑树 3213 亩，扶持建设蚕房

2.2万平方米，甘蔗地实现转产6万亩。

环保

旅游
2015 年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71.33

万人次，同比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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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昌江20兆瓦光伏农业综合项目。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钟富泳 摄

昌江姜园圣女果畅销全国。 昌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