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实习生 陈军

年逾五十，赵新天迎来人生最大的转
折点：鹿城撤镇设区，他从三亚市园林环
卫局进入崖州区城管局，从市里直接到区
里，从伺候花花草草转变为身处打违控违
一线，工作方法、思路都需要重新“洗牌”。

“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做不好。”崖
州区城管局局长赵新天透露，违建历史

成因复杂、涉及利益众多，打违控违不是
件容易的事。果不其然，新区成立不久，
三亚金阳光小区就让大家头疼。位于三
亚市崖州区现代农业科教园项目内的金
阳光小区，违建面积11.4万多平方米，
而且小区内的房屋几乎已经全部售卖。

“拆违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阻
力很大。”赵新天说，但是面对困难，大家没有
一人退缩。从去年4月开始，在市主要领导

的亲自指挥下，鹿城针对金阳光拆违迅速
组建现场动态应对组、法律法规应对组、
宣传应对组等5个工作组；聘请律师团，
培训工作人员入户做租户思想工作；积极
沟通主流媒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下，
我们一户户地做思想工作，虽有时会遭到
租户起哄、辱骂等而未能入户，我们还是
想办法，通过门岗保安、小区内务工的村

民等多方沟通，掌握信息，针对每个租户
的不同心理调整工作策略。”赵新天说。

从去年5月至6月底，崖州区工作
人员通过面谈、电话约谈等方式与小区
内50多名住户沟通。“大多数租户的态
度一次比一次缓和，由反对逐渐转为配
合。”赵新天说。

去年7月15日，随着最后一栋建筑
轰然倒塌，备受关注的三亚市金阳光小

区拆违工作画上句号，这个在三亚涉及
违建面积之大、租户之多、拆除持续时间
之长的违建“硬骨头”终于被啃完。

“拆完金阳光小区，我对整个拆违工
作信心越来越足。”赵新天说，去年崖州区
共拆了53万平方米违建，整个拆违情况
平稳。今年将继续加大打违控违力度，清
除违建“毒瘤”，还原美丽城市风貌。

（本报三亚3月7日电）

三亚崖州区城管局局长赵新天：

勤沟通多协作 啃下违建“硬骨头”

本报北京 3月 7日电 （特派记者
杜颖）“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海南拆违的报
道，开始时我着实为海南捏了把汗。”向
来爱说大实话的全国人大代表郝如玉，
在开放日上讲述了自己的亲历故事，为
海南点赞。

去年，郝如玉代表在家中看新闻联播
时了解到海南打违工作。“当看到一个建

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单体违建在爆破
声中轰然倒下，我们全家人都很震惊。”

郝如玉与海南代表团结缘8年，无论
省委省政府领导，还是基层县市负责人，
彼此之间都已是很亲密的朋友。他感言，

“不打招呼、不说情，廉洁无私，当所有海
南的干部‘上下同欲’，共同背负责任时，
是一定可以打赢城市治理攻坚战，最终获

得人民的支持和赞赏的。”
的确，类似打违这种社会治理问题，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
而海南在这场打违战斗后，没有发生任
何一起不稳定事件，还赢得了社会各方
的赞誉。郝如玉代表说：“我认为核心一
点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上下同
欲者胜’。”

“国家有法律，省里有举措，党员干部
人人有担当，上下同心，没有‘杂音’，如此
大规模的拆违工作才能够得以完成，海南
太了不起了！”郝如玉代表说，“管理也是生
产力！从海南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了。”

郝如玉代表每年有约3个月时间在
海南生活，去年海南开展的海岸线治理
行动让他感受颇深。如今的海南，海边

200米范围之内很难再见到违建的阻
挡。郝如玉代表说：“我可以沿着海边
走，多大多豪华的宾馆都敢进去晒太阳，
这就是海南城市治理带给我们的美好环
境，这也是海南为全国人民创造的旅游
好环境。”

“海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好做法，我
得带团队来学！”郝如玉代表笑说。

全国人大代表郝如玉开放日上讲述亲历故事点赞海南

“为海南打违赞一个！”点赞海南

三亚天涯区海坡村：

除掉违建“疤痕”添活力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实习生 陈军

海坡村，三亚市天涯区一个临海的特
色村庄。也许很多人对它还很陌生，但如
果提及它所在的方位，人们一定会对它生
出些许的记忆。这个坐落在三亚湾畔的
村落，毗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靠近鲁能
新城，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美。然而，熟

悉它的人也会感慨，如此美丽的地方被
糟蹋了！因为违建“疯长”，“握手楼”“贴
面楼”等成为海坡村的特色“疤痕”。

“我们对违建‘零容忍’，新增违建不
能有，存量违建也必须减。”面对海坡村违
建“成灾”的现状，天涯区区委书记张可下
定决心，拿下违法建筑，还原美丽海坡。

违建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啃下”90

余万平方米的违建需要魄力。于是，人们
看到，违法建筑——海坡村凤凰豪生酒店
的轰然倒塌，标志着三亚全市拆除违建的
号角正式吹响。随后，2.1万平方米的馨
雅国际度假酒店、1.4万平方米的万润海
景酒店、1.3万平方米的富景酒店、1.8万
平方米的豪都花园酒店……海坡村内的
大型违建酒店纷纷被依法拆除。

“海坡村今年无一处新增违建，剩余
60万平方米的违建将陆续拆除。”张可称。

“伤疤”少了，海坡村这位“美丽姑
娘”初露美貌：昔日被违建占据的地方，
成了宽阔的生态停车场；往日被违建占
据的海岸线，成了木麻黄等热带植物生
长的乐园；曾经拥挤不堪、火灾隐患严重
的村庄，成为三亚棚改的重点对象，美丽

三亚湾又将因此增添新的发展活力……
“海坡村很多违建都被经营出租，消防

安全隐患大，随着海坡村拆除违建的力度
不断加大，棚改推进的加快，当地百姓能在
新一轮的规划开发中分享红利，我相信以
后的海坡村的经营业态会更多元，更有吸
引力。”在海坡村经营酒店的陈先生说。

（本报三亚3月7日电）

2015 年 7月 3日下午 5时
许，三亚天涯区海坡村总建筑面
积1.3万平方米的富景酒店轰然
倒地。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吕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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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吕薇：

海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无疑成为今年全国两
会的最“热”词汇之一。

“围绕解决重点领域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
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政府工作报
告从简政放权、释放全社
会创业创新潜能、着力化
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
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国
企改革、激发非公有制经
济活力等方面诠释供给
侧改革的内容和任务。

作为全国棋局中的一
员，海南又该如何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实
现产业结构优化，培育经
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很长的
篇幅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觉得经济
上哪些问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
解决？

吕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30
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经济进入
了新常态，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
人口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口增长在放缓
等。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但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
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例如，部分行
业出现生产过剩、投资效率下降、企业
盈利下降等。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

响，世界经济恢复缓慢，部分发达国家
提出“再制造”，减少了进口，我们以扩
大投资规模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方式不可持续了，需要转变生产方式。
在这种形势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就明确提出了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并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今年李克强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大任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改革促进供给
侧结构调整，目的是要优化要素配置、提
高要素生产率，使供给结构适应变化的
需求，增加有效供给。

记者：具体到海南经济，又存在哪些
问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解决？

吕薇：海南和全国既有共性，也有
特殊性。海南以生态立省，产业是以
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为主，服务业
增加值占海南GDP总量的 53.3%，几

乎没有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但同
时海南经济也存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
的问题，海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要有自己的特点，它的重点不是去产
能，而是补短板，要实现产业多元化，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新动能。
海南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
岛的政策优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
动经济发展；二是要充分利用技术创
新与海南的资源结合，例如通过技术
创新优化品种推动热带高效农业发
展，又如，海南海洋面积大，可以通过
技术创新发展海洋生物产业等。

海南供给侧改革有其特殊性

记者：虽然海南没有去产能的任
务，但是有去库存的任务，海南实施“两
个暂停”（对商品住宅库存消化期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暂停办理新增商
品住宅及产权式酒店用地供应，暂停新
建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报建审批）推进房
地产去库存，您认为这项举措如何？海
南房地产业如何调整才能健康发展？

吕薇：全国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市
场，去库存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
海南各市县情况也不同，同样需要因地
施策。海南实施“两个暂停”政策，对部

分市县暂停住宅用地审批和暂停规划
报建，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是符合
海南实际情况。我觉得海南省委、省政府
下这个决心不容易，抵住了眼前的诱惑，
着眼于长远，有利于海南房地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海南房地产业
健康发展，还需要从供给结构上进行调
整，促进有效供给，比如通过控制土地供
应、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促进房地产

与旅游、文体、健康、医疗等产业融合。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出国

旅游，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气候、自然资
源、甚至人文环境都和海南相似，海南旅
游业面临竞争的压力，海南如何通过供
给侧改革，来改善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

吕薇：海南凭借独特的气候和自然
资源优势实现了旅游业迅速发展，与海
南资源相似的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和

海南形成了竞争，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这可以促进海南在竞争中不断地优化
旅游产品、市场环境和服务供给。海南
过去主要是发展“蓝色旅游”，如沙滩、
大海等，未来可以发展“绿色旅游”，从
滨海城市向中部山区延伸。去年我们
去海南调查时，就看到风情小镇非常漂
亮，吸引了很多游客，海南可以结合民
族文化、生态资源打造更多的风情小镇
和美丽乡村。同时，海南也要提高从业
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质量，提高旅游市场
治理能力，要依法治旅。

传统产业需提高有效供给

记者：您刚刚提到海南要推进
产业多元化，近年来海南也在探索
发展新的特色产业，例如互联网、现
代金融服务业、医疗健康产业等，您
对此有何建议，发展过程中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

吕薇：海南发展互联网产业更
重要的还是如何与其他产业相结
合，要在“+”字上做文章。比如，互
联网+农业，就能够从生产、经营、
管理、服务等环节改造提升传统农
业，提高农业效益。互联网一个重
要的作用是实现了信息网络联通，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其他
网络的联通，例如道路、快递等。同
时，也要防止新的信息鸿沟，加强新
技术的培训，可以在农村建立服务
站，促进其应用。海南发展医疗健
康产业的前景是不错的，一方面自
身生态环境好，另一方面每年吸引
100多万“候鸟”前来度假养生，海
南可以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
引导市场投入到这个产业。海南要
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的
政策优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
创新潜能。

主持人：某种程度来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你觉得海南如何实现人才、技术
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吕薇：要有更开放的理念去引
进人才，要引得进，留得住。对于
人才来说，要宜居也要宜业，二者
缺一不可。海南有很好的生态环
境，非常宜居，同时也要创新人才
户籍、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更加
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解决人才后
顾之忧。宜业方面，要创造好的环
境和机制，为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
舞台。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通过政策优势
释放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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