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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紧邻省会的澄迈县，近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从传统工业县到全国节能减排先进县，秉持“生态现代化”发
展理念让绿色GDP占比超74%、GDP增速连续7年走在全省前列。如今，澄迈正在实施“三县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双驱”发展战略，调优
做强绿色特色实体经济，建设幸福美丽小康澄迈。

从今日起，本报将于每周五推出一期《澄迈新发展》，全方位展现澄迈县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敬请关注！

脱贫
攻坚

澄迈今年将推进黄龙岭小溪、澄江河、大塘
河、美伦河、南渡江、花场湾、盈滨内湾等 7个水
体污染防治工作

澄迈今年将安排省重点项目42个，年度计划

投资113.1亿元；县重点项目97个，年度计划投资

71.8亿元。目前已开工10个，总投资23.93亿元

澄迈县提出了争取全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2%，旅游收入同比增长8%的总体目标

澄迈县将确保今年实现 7542名贫困人口

和8个整村推进村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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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抓改革 全力推项目 优先保民生

富硒福地拓宽幸福小康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陈超

洁白的水菜花随意地飘在水面
上，远处有参天古树、近处有悠哉水
牛，在澄迈县永发镇东兴村村民的眼
里，这不过是寻常的田间景色。但对
内行人而言，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的水菜花不仅难得一见，更是衡量湿
地水质的标准之一。

“别看这片湿地不大，但可是百分
百的原生态，自由生长的水菜花便是
最好的佐证。”永发镇党委书记欧阳斌
说，被村民们称作东兴洋的原生态湿
地，如今正承载着当地的发展希冀。

位于中线高速出口处的东兴村，
是澄迈县“永美美丽乡村带”的窗口，
拥有独特的火山地质。凭借其交通
优势和旅游开发潜力，永发镇在
2015年便开始着手进行打造。经过
一年多的建设，东兴村实现了大变

样，不仅有了宽阔的街道、别有风情
的立面，还围绕火山岩开发出了一系
列旅游产品，并规划出火山岩一条街
项目，为旅游大开发打好了基础。

“有火山岩、有天然湿地，这就是
最好的旅游资源。”欧阳斌告诉记者，
一个围绕火山岩和湿地，集亲水乐
园、湿地博览园、高端酒店、风情商业
街的总体规划已然成型，包括东兴村
在内，建成后的火山岩湿地公园总占
地将近300公顷，成为极具特色的旅
游目的地。

永发镇的思路非常明确：湿地作
为需要保护的资源，必须理清开发与
保护的关系，不能因为旅游开发而破
坏了生态环境。“其实村口东兴火山
岩湿地公园的牌子已经立了起来，而
湿地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模样，因为开
发就是要慎重。”欧阳斌说，在永发镇
的总体规划里，镇域北部已经确定了

休闲度假产业区的目标，湿地公园是
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生态立省的大前
提下，不能走先开发再保护的路。

如今东兴洋湿地还保留着原始
面貌，周边的旅游开发已经先动了起
来，除了美榔双塔、南轩照壁、大泻瀑
布等景观外，依托“永美美丽乡村
带”，儒音、道吉两个具有深厚历史底
蕴的村落也进入了旅游开发的快车
道。随着东兴火山岩一条街的落成，
围绕火山岩打造的各种旅游特色产
品也有了雏形，将在不久的未来摆上
货架。

目前，《中国海南（澄迈）东兴火
山岩湿地公园概念性规划》已获审议
通过，永发镇正围绕湿地开展一系列
的前期工作，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
片距离海口不到半小时车程的湿地，
将会成为游人的新宠。

（本报金江3月30日电）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澄迈县永发镇东兴村实现了大变样，街道干净整洁、立

面别具风情。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多维发力抓改革

“贫困户把羊养肥了再出手，价
格好，分红也多！”说起自己的澄迈永
发火山岩养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
一凡满脸笑意，他可是当地的明星，
不仅仅因为是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还
因为成了第一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的“老师”，现在每天都能接到不少贫
困户的来电咨询。

今年，澄迈县将确保实现7542

名贫困人口和8个整村推进村全部
脱贫的目标任务。除了像吴一凡一
样的脱贫致富带头人，澄迈县还将
继续落实由1名县级领导带领4个
以上部门，连续2年帮扶1个整村推
进村的“1421”帮扶模式，夯实脱贫
基础。

在整村推进建设中，澄迈县将
着重解决贫困村基础设施薄弱问

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引
导各贫困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建立
贫困户脱贫长效机制。同时加强对
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村两委
干部的管理，通过开展扶贫工作培
训、电视夜校工作，宣传好政策、推
广好做法。同时用好社会力量、龙
头企业、农业合作社这三大优势，助
力脱贫。

此外，澄迈县在今年将实施更加
积极的就业政策，着重解决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
题，扶持和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并
通过推进“一县两校一园一院”工程、

“好院长、好医生”等工程，加快棚户
区、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为澄迈人
民建设幸福家园。

（本报金江3月30日电）

在老城镇罗驿古村，秀美的田园
风光、浓厚的历史沉淀，让人不由自
主产生“穿越”之感。不同于罗驿村
的名声在外，在永发镇，入选第三批
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的儒音、道吉两
村则像是久处深闺，还未为人熟知。

但是，随着我省百镇千村建设和
澄迈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深入，儒音、

道吉两村已做好了敞开大门迎接各
地游客的准备。美丽乡村的打造，做
优了旅游市场的供给，今年，澄迈县
将农产品、旅游、房地产供给质量作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澄迈县把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新路径作为今年的重要任务，并

着力把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
业培育成新业态。同时，海峡两岸农
业合作试验区澄迈示范基地、永瑞国
家现代热带农业公园等项目的加速
建设，更显澄迈改革力度。

作为全省十二个全域旅游验收市
县之一，澄迈在扎实推进旅游点、线、面
结合的同时，还在景区景点绿化、美化、

脏乱差治理和加快设立旅游与环境资
源警察大队、工商旅游分局、旅游巡回
法庭、“1+3”旅游综合执法等方面开展
工作，规范旅游市场、优化旅游供给。

也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力度下，澄
迈县才敢于提出全年接待游客同比
增长12%、旅游收入同比增长8%的
发展目标。

3月中旬，澄迈县10个重点项
目同时动工，正式拉开了2017年大
项目推进的序幕，这些项目涵盖现
代物流业、医疗卫生、市政基础设施
等方面，总投资达到23.93亿元。今
年，澄迈县将安排省重点项目 42
个，年度计划投资达113.1亿元；县
重点项目97个，年度计划投资71.8

亿元。
紧咬重点项目建设，扑下身子、

解决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澄迈县
的工作常态，在坚持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等好做法的基础上，澄迈县还对照
项目建设“六个一”模式，进一步细
化投资计划，落实分工，明确时间，

保障项目的早日开工、投产。
全力以赴推项目，还要主动出击

招商引资，努力做到引进一个、成功
一个、带动一片，不断增强经济发展
后劲。3月初，澄迈县与华为、玉禾田
两家大企业达成共识，为华为企业云
项目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打下了坚
实基础。

今年，澄迈县定下了280亿元的
招商引资任务，除主动与大企业接
触、吸引投资外，澄迈县还将赴多地
考察，借鉴大企业落地的合作模式，
推进项目尽快落地。同时抓好PPP
项目谋划与建设，进一步拓展民间资
本投资领域，以保障重点项目和产业
发展的资金需求。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陈超

阳春三月，已是地瓜销
售的淡季，但每逢周末，澄迈
县桥头镇沙土村里仍然停满
了车。

“这都是周边市县的自
驾游客！”沙土村党支部副书
记杨英春介绍，随着桥头地瓜
的名声越来越响，各地的游客
都慕名而来，亲身体验一番采
摘富硒地瓜的乐趣。自驾游
的兴起，让当地农业搭上旅游
发展快车，桥头地瓜又找到一
条新的产业发展路子。

事实上，澄迈县作为国
定三产融合试点，早已开始
探索产业融合的发展新路
子。不仅是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旅游、房地产
等多方面，澄迈县都加大了
改革力度。

2017 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澄迈正在抓改革、推项
目、保民生、助脱贫等方面多
维发力，在建设幸福美丽小
康澄迈的大道上稳步前行。

全力以赴推项目

多措并举保民生

澄迈纪委通报
一顶风违纪行为

本报金江3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陈超）3月29日，澄迈县纪委针对该县中
兴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立及农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杨宗阳弄虚作假规避检查的违纪
行为发出处理情况通报。

据悉，澄迈县纪委于28日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中兴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立利用
指模套，替该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宗阳
按指模考勤规避检查的问题，澄迈县纪委随即
组织人员进行核查。

经查，杨宗阳长期居住在海口并经营一家
超市，2011年至2016年期间未正常上班。在中
兴镇实行考勤机按指纹考勤制度以来，杨宗阳
为规避检查，委托他人制作了印有自己指纹的
指模套交予王立，请求王立帮忙作假规避考
勤。王立则在3月多次用指模套替杨宗阳考勤，
二人行为均已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性质
恶劣。

经研究决定，澄迈县纪委对王立予以立案
审查，并责成相关部门对杨宗阳涉嫌长期旷工

“吃空饷”问题从严从重从快予以处理，同时予
以全县通报，推动解决澄迈县干部职工在编不
在岗、长期旷工“吃空饷”问题。

此前，澄迈县已通过成立“吃空饷”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组织县镇村三级联签“吃空饷”整
治工作责任书、张贴举报公示发动全社会监督
等9条精准措施，针对“吃空饷”突出问题祭出
了专项整治“法宝”，并印发《澄迈县开展“吃空
饷”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高压严查“拿
钱不干事、在编不在岗、同酬不同工、见名不见
人”等“吃空饷”现象。

澄迈黎族苗族同胞
共庆传统节日

本报金江3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叶上荣）今日上午，澄迈县仁兴镇的西达中学
里人头攒动、掌声不断，一场以“长寿澄迈 生态
仁兴”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正式拉开了澄迈县
2017年“三月三”节庆活动的大幕。

随着歌舞表演《火火的中国》拉开文艺演出
的序幕，黎族苗族舞蹈《种山兰》《招龙舞》等精
彩表演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也生动地
展现了澄迈县黎族苗族同胞生活和劳动场景，
多方位展示了古老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独具魅力
的黎族苗族风情。而压轴的《竹竿舞》还邀在场
群众一起，载歌载舞同庆“三月三”。

舞台下还展示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
族苗族传统织锦，而排球友谊赛、拔河比赛、夫
妻奔小康、套鸭子、蒙眼敲锣等趣味传统活动和
体育竞技比赛，也吸引了众多当地群众前来观
看，既展现体育文化和民间趣味农活绝技，又增
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据悉，仁兴地区是澄迈县黎族苗族同胞的
主要聚居地。多年来坚持以民生为本，用经济
发展改善民生，同时抢抓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机遇，全力打造热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区，黎乡
苗寨的面貌和黎族苗族同胞的生活得到了明显
改善；黎锦、苗绣等民族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水菜花开了
——澄迈永发镇打造湿地公园，建设风情小镇

澄迈永发镇东兴火山岩湿地开出朵朵水菜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名称
东兴火山岩湿地公园

位置
澄迈县永发镇东兴村

面积
总占地将近300公顷

亮点
围绕火山岩和湿地，

集亲水乐园、湿地博览
园、高端酒店、风情商业
街为一体

湿地公园
档案

旅游
发展

项目
推进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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