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村庄独特资源，发展产业聚集人气带来商机

海口：把每个美丽乡村都打造成旅游景点

2016年海口的美丽乡村建设
亮点颇多。“近期秀英区石山镇施
茶村，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琼山
区三门坡镇龙马村、大坡镇树德村
和桂林洋开发区迈德村等6个美
丽乡村，同时被评为海南省三星级
美丽乡村。”海口市特色风情小镇
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人介绍。

近几年来，海口通过大力开
展文明生态村创建，以自然村为
单位，逐步建成了美社村、斌腾
村、龙鳞村、堆插村、塔昌村、东坡
湖村、泮边村等 25 个美丽乡村。

紧接着，海口又通过联片打造，陆
续打造出龙华区新坡镇“花香山
水”美丽乡村片区、琼山区三门坡
镇“九龙戏水”美丽乡村片区和美
兰区三江镇“鹤舞九湖”美丽乡村
片区。

该负责人透露，海口市委、市
政府向来十分重视美丽乡村建设，
各个区都做了大量工作，“今年，我
们制定了《海口市2017年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和《海口市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年）》，目前2017年工
作实施方案已报市政府印发实施，

三年行动计划待市政府专题研究
后审定。”

按照上述方案，海口力争 20
个镇（区、场）每年建成1个——2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市每年至少
建成3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力争
到 2017 年底全市建成 71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到2018年底建成106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到2019年底
建成142个美丽乡村示范村，比省
里下达124个美丽乡村的建设任
务多出18个。同时海口还将建成
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示范村和
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度假景区。

力争2019年底建成142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屋后青山绿
水，房前绿树红
花。欢乐的孩子
在院里嬉戏打
闹，大人们正忙
着一天的劳作。
这是如今海口市
琼山区大坡镇塔
昌村每天的生活
图景。

而这只是海
口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的一个缩
影。

自我省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启
动以来，海口始
终坚持把美丽乡
村建设与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生
态协调发展结
合，通过加强农
村环境卫生整
治、提升生态人
居品质、促进经
济产业发展、弘
扬特色乡土文
化，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从“点”到
“线”向“面”发
展，助力全域旅
游示范省建设，
推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那么，海口的美丽乡村如何
建？

“我们的做法是，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结合地方特色文化开展，
不搞一刀切。”海口市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海口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坚持以乡愁文化为落脚点，不
搞大拆大建，尽可能挖掘地方文化
特色，进行个性化塑造。其中，琼
山区红旗镇的泮边村就是典型村
庄之一。

从 海 口 主 城 区 出 发 ，往 东
南方向行驶 36 公里，泮边村田
园般的美景便徐徐展现在大家
眼前。

该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这
里的村名以地理位置取名“畔
边”，意在塘畔湖边，因海南话

“畔”“泮”同音，久而久之便写成
了“泮边”，一直沿用至今。如
今，这里道路四通八达，大路环
村，小道到家，路旁树荫草绿，一
派生机盎然，如漫步在热带植物
园中。

在政府引导下的美丽乡村
建设中，泮边村自身浓郁的红色
文化底蕴被存留了下来。而泮
边村充分利用资源特色，开发红
色旅游资源，成了具有当地特色
的旅游景点。独特的文化底蕴，

加上周边天然的优美环境，成了
泮边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每逢节
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休
闲娱乐。而类似泮边村这样，特
色被充分留存下来的村落，海口
还有很多。

“今年我们还要完成 142 个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同时再启动36个美丽乡村建设，
力争到年底前完成 71 个美丽乡
村建设，逐步形成‘五纵四横一滨
江’美丽乡村旅游带，形成‘花香
山水’‘九龙戏水’‘鹤舞九湖’等
多个美丽乡村片区局面。”海口市
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

逐步形成“五纵四横一滨江”美丽乡村旅游带

在政府助推、政策支持下，美
丽乡村除了高起点规划、大规模建
设、规范化管理外，如何将资源变
成资本，最终变成产业，也成为各
个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
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海口美丽乡村建设的
成果已逐渐加速向美丽经济转化，
农村旅游经济、生态经济、电商经
济等新型业态呈现出加快发展、齐
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在海口市永兴镇与澄迈县永
发镇的交界处，坐落着一个宁静的
古村——冯塘村。过去，冯塘村是
永兴镇最偏远的一个自然村，当地
以种植橡胶、槟榔和瓜菜为主要经
济来源。

美丽乡村建设中，秀英区把
此地列为旅游重点项目建设，引

入社会资金，采取美丽乡村建设
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模式，在冯
塘村里开发冯塘绿园景区，在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冯
塘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致富。

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龙鳞
村，是海口最早发展“农家乐+民
宿”的村落之一。

当地村民借助地方特色，在
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合力开
发旅游项目，如：龙湖泛舟、双人
自行车、湖边垂钓、果蔬采摘、自
助烧烤等，不少村民还拿出自家
住房办起民宿。完善的服务和便
捷的交通，也让这里成为不少市
民周末自驾游的不二之选。

据统计，近年来，每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龙鳞村的客房每天都
爆满，来农家乐吃饭的游客日均

超过300人次，最高甚至达到500
人次。

产业发展，为美丽乡村带来了
人气。人气旺了，百姓的腰包自然
也就鼓了。而美丽乡村与产业发
展的互联互动，也由此形成了良性
循环。

海口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海口将继续加大休闲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挖掘乡
村旅游文化内涵，把每个美丽乡
村打造成旅游景点，把农户建筑
作为一个文化小品来改造建设，
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
一韵”的乡村旅游景观。到2019
年，力争全市建成民宿示范点40
个，新增现代特色民宿户 100 个
以上，乡村休闲旅游年接待游客
120万人次以上。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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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以前这里是一片逢雨必
淹、乱倒垃圾、臭气烘烘的废弃
水塘，经过改造后，现在变得干
净整洁，成为我们村民跳舞娱
乐的宽敞广场，美丽乡村建设
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海口桂
林洋经济开发区迈德村村民曾
庆朋笑着说。

迈德村位于桂林洋经济开
发区内，东邻大学城，南距美兰
机场 5公里。自明初建村至
今，已有560多年的历史。

“以前村里没有垃圾桶，村
民顺手就把垃圾丢到了水塘
里，每当天气热的时候就会散
发恶臭，老鼠满地跑，遇到大雨
污水就往路面上流，根本不能
过人。”曾庆朋回忆道。

为了改变村容村貌，在桂
林洋经济开发区的支持下，村
民每家每户出资金，对水塘进
行改造。此外，村里还对水塘
周围的土地进行了平整利用，
改造成一个面积400多平方米
的广场。

如今，看着干净的水塘和
硬化的广场，曾庆朋笑着说，
以后再也不用绕道走了，跳广
场舞再也不用占村里的篮球
场了，也不会吵到周边村民睡
觉了。

据了解，目前迈德村已被
评为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村，
但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并没有
止步。

接下来，迈德村还将把改
造好的池塘种花养鱼，吸引
更多人来游玩。该村还将通
过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的旅游
带动，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业，形成“一村一品、一村
一景、一村一韵”的乡村旅游
景观，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海口迈德村：

美丽村容提升
村民幸福感

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
速公路至新坡25公里出口，转
西入遵谭行驶5公里，便到达龙
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在这个村
子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村道
两侧的低矮火山石墙上，都能
看见生长着一株株叶片嫩绿、
根茎修长的植物——石斛。仁
里村将石斛产业融入美丽乡村
建设，让景观生钱。

省美丽乡村建设指导委员
会委员付海涛告诉记者，“为了
加快仁里村美丽乡村建设，区
政府投资2500万元将新坡镇
仁里村进行连片打造，采取政
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入股方
式，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景观、发展产业等方面建设，将
仁里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
游，具有羊山风情的美丽乡
村。”

“此次打造美丽乡村不单
单是对村容村貌进行打造，同
时要将目前仁里村的石斛产业
融入其中，以尽可能将仁里村
恢复成传统火山村落，景观打
造多用原生态的火山材料，同
时将更注重生态保护，对于羊
山地区存在的缺水情况，多用
生态办法解决。”付海涛介绍，
该村一方面发展本村乡村旅
游，一方面打造步行骑行古栈
道，以便满足不同群体的体验
需求。

同时，利用好这些“开花的
石头”，发展石斛的衍生产业，
尽可能提高石斛经济价值。“我
们以石斛产业为品牌，建设石
斛体验中心，通过这个平台帮
助村民脱贫致富。此外，还可
以发展民宿，我有个想法，可以
发展木屋民宿，这在仁里村很
适合，独具特色的民宿一方面
能吸引更多的游客，一方面也
能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仁里村最
原生态的美。”付海涛说。

据了解，前期仁里村委会
自然村中，斌腾、卜太、仁台、养
豪4个村已同步开工建设，进一
步完善村路、公厕等基础设施，
建设骑行道路、木棉路等特色
连片景观。

美丽乡村建设指导专家付海涛：

要让景观生钱

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国家自
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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