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2016年1月28日 星期四

T29

过去的五年，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
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十二五”期间，保
亭把加快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不断深化县情
认识，探索科学发展途
径，完善工作思路，转
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
结构，扎实推进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全县经济运行态势向
好，基本完成了“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
标和任务。

“十二五”期间，保
亭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实
施“旅游强县”战略，经
济增长新格局初步形
成；积极推进“绿化宝
岛”、“保林护绿”、“退
耕还林”和“固土治水”
工程。

社会各项事业健
康发展，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党风政风不断好
转，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为保亭“十三五”时
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五年来，保亭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实施“旅游强县”战略

黎风苗韵逐梦前行

民生持续改善

五年来，保亭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十二五”期间，财
政资金对民生的投入达49.2亿元，是

“十一五”期间的 2.9 倍，新增财力的
60%以上用于发展和改善民生。全面
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投入12.9亿
元开工建设凤凰、桃源、芙蓉、杏林、金
垦等保障性住房小区共5468套。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率先在全省实
施学龄前1年幼儿和普通高中免费教育，
新建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和中心学校附
属幼儿园8所，目前均已开园招生；启动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改善工作；投
入6000万元基本完成全县教育布局调
整工作；建成农村教师周转房370套。
2014年，保亭中学两位学生分别考上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打破了保亭从来没
有学生考上北大和清华的记录。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发
展医疗卫生事业，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
盖95%以上，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基本建
立，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已完
成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2012年
8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正式托管保亭县
人民医院，这是海南省内医院实施省外医
院托管的首例。此举不仅能为全县17万
黎苗民众提供更优越的医疗服务，还提高
了整个琼南地区的医疗水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整合投入
2.7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646户；新
增城镇就业岗位3519个；新农保、新农
合、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以
上；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
420元/月、280元/月，惠及城乡低保人
口6196人。

全面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新建村级
文化室19个、乡村篮球场18个；为1.8万
农户安装了数字电视，村村通广播电视综
合覆盖率达98%。围绕促农增收工作目
标，下派县促进农民增收工作队扎实开展
促农增收工作，共帮助2751 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4093人。

“十二五”期间，以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目标，保亭不断调整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积极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什玲
鸡”“红毛丹”“山竹”等9个地理商标
的申请注册工作进入国家审核程序。
坚持走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发展路
子，不断加大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
每年安排不少于1500万元的农业产
业化扶持资金，引进海南永基、港海高
新、海农养殖等一批致力三农的涉农
企业，先后建成了什玲鸡种苗培育基
地、加茂万头供港生猪基地、新政山竹
子种植基地和六弓黄秋葵标准化生产
基地等一批农业产业标准化示范基
地，初步形成热带水果、冬季瓜菜、畜
牧养殖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高
效特色农业，提升了保亭农业现代化
水平，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农业
及农村经济稳步增长。

“我们按照中央、省委要求，全面深
化各领域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活力。”保
亭县委书记王昱正告诉记者，新星农场
属地化管理工作基本理顺并纳入县域
经济统筹规划发展，先后投入1500多
万元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投入
约1亿元完成县热作总公司、县外贸总
公司等14家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妥善
安置职工888人。

旅游龙头地位确立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先后晋级为国家5A级景
区，便民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旅游
服务接待设施不断完善，龙湾珺唐、希
尔顿逸林等一批高端酒店陆续建成投
入使用……保亭旅游发展呈现方兴未
艾的势头。

保亭实施“旅游强县”战略，经济增
长新格局初步形成。“十二五”期间，保
亭紧紧抓住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历史
机遇，坚持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着
力夯实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三产服务业，
通过整合全县旅游资源，主动融入“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创新谋划旅游产业
发展布局，大力推进景区、酒店建设及
各项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建成龙
湾珺唐、希尔顿逸林等一批高端酒店；
便民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旅游服务
接待设施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能力进一

步加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槟榔
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先后晋级为国家5A
级景区。出台《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规范旅游市场；加大旅游促销，
借助省内外重点客源地和各大主流新
闻媒体加大对保亭旅游宣传造势，全县
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保亭经济已经从
传统农业主导的产业格局，转变为以旅
游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格局。

“十二五”期间，在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大背景下，保亭通过狠抓“六
个一”责任、项目用地、项目资金“三
个落实”，建立健全督查制度、部门联
动机制、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三
项制度，强化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项
目报批程序、质量安全“三个监管”，
狠抓投资项目落实。建成团结南路、
桃源路，完成县城合口桥至什么东村
段防洪堤和全县33宗病险水库的除
险加固工程，改造县道砂土路 2 条
16.2公里，全县通自然村公路已基本
实现硬化。建成七仙伴月、南美假日、
上观园、庄园丽都等高端商住小区。
县垃圾填埋场、三道污水处理厂等一
批重点民生项目顺利落地。据统计，

“十二五”期间，保亭累计完成投资
158.2亿元，是“十一五”期间33.4亿元
的4.7倍。

生态立县科学发展

保亭已被列为全省重点生态功能
区。“我们改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目的是要让所有保护生态者受益，确保
全县森林面积存量，使重要的森林生态
环境指标始终位居全省前列，真正让森
林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该县林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十二五”期间，保亭积极推进“绿
化宝岛”“保林护绿”“退耕还林”和“固
土治水”工程，编制完成《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生态县建设规划》，先后完成造
林 绿 化 3.3 万 亩 ，林 地 保 有 量 达
84.4%。保亭率先在全省实施国有林
地和25坡度以上划线封山工作，界定
生态安全保护区。根据保亭的森林资
源状况，按照生态保护的区划标准，划

线封山全县共划线封山面积95.79万
亩，设立界桩2018个，做到全县各乡镇
封山界线面积清楚。

“去年，我们一家领到了2700元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款。”保亭新政镇石让
村村民陈进全高兴地对记者说，生态效
益补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保护生
态的积极性。保亭从2010年始实施森
林生态效益农民直补，2011—2015年
期间从中部山区转移支付资金划拨出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生态直补资金共
计11582.35 万元，受益农户数22419
户，共91856人。组织开展清理非法侵
占国有林地及毁林开垦109宗431亩，
先后对33宗涉嫌违规征占用林地项目
和20个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项目进
行清理整改。

进一步完善县城污水处理厂设备
建设，实施县城管网改造与扩建工程，
保亭是海南省唯一跻身第二批全国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县的市县。城
乡垃圾集中处理能力达到90%；率先成
立省内首个“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有效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对自然保护区的生
态调研及生态宣传工作，为创新生态文
明保护体制进行了有益实践。2012年
荣获全省森林生态保护目标管理责任
制考核优秀奖。推进保城镇、三道镇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试点工作，2013年
三道镇获评年度海南省生态文明乡镇，
县城荣获2013中国城市榜“最中国生态
城市”称号。2011年、2014年连续两次
顺利通过全国爱卫会的复审，继续保持

“国家卫生县城”称号。
“十二五”期间，保亭主要坚持走

“绿色高端、进位赶超”的发展路子，全力
以赴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取得可喜的
成绩。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的一员”，保亭提出打造“雨
林温泉谧境，国际养生家园”的发展目
标，充分发挥保亭在海南国际旅游岛中
的资源比较优势，以纯净的热带雨林山
乡环境为基础，以本土黎苗风情文化为
灵魂，以高品质的温泉资源为切入点，
重点开发养生度假旅游产品，全力塑造
保亭宁静温馨、自在生活的山城新形
象，把保亭建设成为国际热带雨林温泉
养生家园。 （本报保城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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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黄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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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4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300元，农业内部结构加速调整

优化，农业增加值 5.9亿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27亿元

201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27 亿元（含农垦），同比增长

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300元，增长13.1%；农民人均

纯收入5380元，增长20%，增速

全省排名第一

2013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含农垦）29亿元，增长9%；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0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493
元，分别增长11%和16%

201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含 农 垦）33.97 亿 元 ，增 长

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2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7834元，分别增长 9.5%和

14.4%

华彩华彩““十二五十二五”·”·

2015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38.4亿元，是 2010 年 20.6亿元的

1.9倍，年均增长8.3%；全县接待

旅游人数445.6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8.2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的

178 万 人 次 和 2.3 亿 元 增 长

150.3%和 250.4%，旅游收入年

均增长3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