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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新篇章 陵水动态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符宗瀚）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近日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针对陵水经济结构亟需调整
优化的现状，《意见》对标党代会报告“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要
求，部署产业发展新任务。

在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方面，陵水
提出除继续推进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外，还
要全力推进广陵高科南繁育种基地、鲁宏荔枝
标准示范基地、万裕深水网箱养殖基地建设，新
增圣女果GAP生态农业示范区1万亩，推进陵
水南繁科技创新产业项目。培育省级农业示范
基地两个。

陵水高端房地产业发达，在推进文化旅游服
务业上，陵水提出要利用好这一优势，重点发展商
业地产、旅游地产和高端商住混合地产，加快房地
产业转型升级。在特色风情小镇方面，除继续推
进纳入海南“百镇千村”工程的光坡、英州、黎安等
特色小镇外，还将推进绿城蓝湾小镇、新村疍家风
情小镇、椰林南繁小镇建设。

在医疗健康产业上，陵水突出园区特色，强调
加快推进高峰温泉旅游度假区、国茂国际泥疗养
生休闲旅游度假区、南平医疗养生产业园等项目
建设。在发展海洋经济上，支持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申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编制全县海洋
经济发展规划；依托陵水已探明油气资源，加强与
中海油集团对接合作，积极谋划海洋能源产业项
目落户陵水。

出台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
报告实施意见

陵水部署
产业发展新任务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丰平）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要求全县党员领
导干部学好用好中央纪委监察部《中国纪检监察
报》等“一报两刊”，并要求把订阅学习“一报两刊”
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出，“一报两刊”对指
导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很有帮助，
要求县“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和各乡镇党政、各部
门负责人，各村（居）“两委”主要负责人都要订阅
学习。

据了解，近年来陵水多措并举抓好中央纪委
监察部的《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
志和《党风廉政建设》内刊等“一报两刊”的订阅
工作，今年共组织订阅“一报两刊”1350份。其
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重要
载体，有效扩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宣传教育覆盖面，对各乡镇各单位开展警示教育、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起到十分重要的指
导作用。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陵水要求党员干部
订阅学习“一报两刊”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施行《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陵水推进

“双创”的重大举措。自5月1日施行以来，陵水
多个部门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条例》宣传，让群众
尽早知晓。

这些举措包括在陵水电视台开辟专题解读栏
目和发布公益广告，城管局、各乡镇政府、各村委
会和村广播站播放录制《条例》内容的音频文件；
印制宣传手册、宣传折页，借助教科、文体等部门
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为发送等。

据统计，连日来，陵水城管队员已将5000余
册印有《条例》内容的小册子发放至县城各个商铺
店主手中。此外，还通过微信公众号订阅内容对
《条例》内容进行解读。

陵水多举措加强
环卫条例宣传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海琼 杨帆）秸秆能擅自进行焚烧吗？答案是否
定的，焚烧秸秆容易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近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对两名擅自焚烧秸秆的农户开出随
意焚烧农业垃圾罚单。

5月 2日 10时许，光坡镇武山村村民杨某
与邓某，因急于对自家的2亩农田进行翻种，便
在大潜洋农田擅自对圣女果秸秆进行焚烧。
在调查取证后，陵水相关部门依据《大气污染
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对两位当事人各处于500
元罚款。

据了解，露天焚烧秸秆，不仅危害空气质量和
人体健康，而且会烧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造成
耕地质量下降。此外，焚烧秸秆容易带来消防安
全隐患，产生的烟雾甚至会影响到附近高速公路
上车辆的行驶安全。

陵水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陵水将继续加
大宣传，引导农户综合利用秸秆作为沼气原料，变
废为宝，规范处理农业垃圾。

两农户擅自焚烧秸秆造成污染

陵水开出
随意焚烧农业垃圾罚单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记者从陵水黎
族自治县招商办了解到，陵水去年
及今年招商签约的一批重大项目近
期实现落地。这一成果有助于陵水
破除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现状，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多
元化新动力。

陵水招商办提供的陵水2016-
2017签约项目落地注册进展情况
表显示，本批落地的项目共有 10
个，大都来自2016海南（北京）综合
招商活动、2016中国（厦门）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2017海南国际旅游

贸易博览会上的政府招商活动。这
10个项目中，在陵水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建设的海南中荷热带设施农业
生产示范项目已经竣工，其余的已
完成注册。其总协议投资额达
252.1亿元。

这10个项目为海南中荷热带设
施农业生产示范项目、陵水县生态
文化城（一期）、清水湾迪咖科技有
限公司、陵水热带田园温泉国际旅
游度假区、张仲景医疗养生健康产
业园、智慧城市项目、兆腾文化旅游
项目、陵水县城乡天然气利用工程
项目、海南汇源瑞州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海南汇源瑞州牧业投资有限
公司，主要涉及热带高效农业、文化
旅游服务业、互联网信息产业和医
疗健康产业等陵水提出重点发展的
产业及新业态。

协议投资额较大的项目中，
由碧桂园集团投资的陵水县生态
文化城项目，将打造主题乐园、运
动竞技、健康度假、教育文化等；
由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热带田园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
目，将整合陵水高峰温泉旅游度
假区资源，打造集聚康体疗养、休
闲度假及旅游观光的温泉旅游度

假区；由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的兆腾文化旅游项目，将
打造网络科技双创园、大型主题
实景演出等。

海南汇源瑞州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海南汇源瑞州牧业投资有限
公司两大项目均由汇源集团投资，
前者主要建设农业休闲旅游、森林
公园等文化综合项目，后者主要建
设百万头规模现代化农业养殖基
地，为企业与政府合作打造的扶贫
项目。

从落地具体情况看，这些项目
中有半数落户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高峰温
泉度假区及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
园，这几个都是陵水培育新兴产业
发展的重点园区。

这一成果彰显了陵水改变房地
产业一业独大经济格局的决心和努
力。陵水招商办主任陈海强说，近
年陵水按照省重点发展12大产业的
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获得由省
政府评定的“2016年海南省招商项
目考核优秀单位”（市县排名第二）
及2017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招商成果奖。今年来，陵水已实现
招商引资140多亿元。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 符宗瀚）打造
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
收的重要工程，但实际推进并不容
易。记者近日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有
关部门了解到，陵水美丽乡村建设
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进展缓慢、
成效不明显等难题。对此，当地正
研究探索新建设模式，保障工程取
得实效。

按照省政府有关部署，2016年
至2019年陵水有37个美丽乡村建
设任务。去年陵水稳步推进一批美
丽乡村建设，光坡镇米埇村和群英

乡芬坡村被评为海南省三星级美丽
乡村，本号大里被国家住建部评为
美丽宜居示范村庄。

陵水住建局局长何一明透露，
该县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美丽办”
（美丽乡村建设管理办公室），对全
县美丽乡村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审批、统一资金、统一监督的“四
统一”管理原则，以达到“立一个项
目、建设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评
一个项目”的工作目标。

尽管如此，这一工作仍面临不
少问题。何一明说，这些问题包括
镇村一级干部认识不到位，推进不

力；产业特点不鲜明；重建设轻管
理、有管理无运营等。他介绍，陵
水美丽乡村建设中没有很好地引
入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群众参与性不强。“基本处于满足
村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配套阶
段，达不到产业特色突出、旅游规
模成型的要求。”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陵水将完
成18个美丽乡村建设任务，担子不
轻。近期，陵水组团考察了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日前何一明
向陵水县委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

议。“要深入摸清产业发展及探索建
设模式。”他提出，今年陵水要转变
开发建设模式，采用“政府主导、企
业参与、农民参股、市场运作”方式，
切实发挥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群
众主体作用。

何一明介绍，今年陵水新打
造的8个美丽乡村，可根据具体情
况，按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
城郊集约型等8个型态推进，有针
对性地引进企业参与。同时，还
可选取个别村庄按EPC工程总承
包模式建设，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要让企业提前介入规划编

制。”何一明说，发挥企业的作用，
有助于解决产业发展及后续管理
运营问题。

同时，他还提议针对美丽乡村
建设建立绿色审批通道，简化审批
程序，加快项目推进。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对试点
EPC建设模式的思路表示赞同，并
要求有关部门对“百镇千村”工程
建立绿色审批通道。麦正华表示，
陵水将深入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
代会关于“百镇千村”工程的建设
要求，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批旅游、文化、医疗、农业等重大项目落地

陵水力破房地产一业独大经济格局

引进企业参与 开通绿色审批通道

陵水探索新机制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这个女书记对我们好，本事
大！”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
村，尽管黄丽萍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才满一年，但群众对
她的称赞却不少。

去年5月底，身为五星村致富
带头人，同时也是普通村干部的黄
丽萍以近乎满票的成绩，当选不仅
是本村史上，也是文罗镇史上首位
女性村党总支书记及村委会主任。

“组织来找我谈话时，自己顾虑很
多。”黄丽萍坦言，接手这个重担时
压力很大，担心自己经验不足，辜负
了村民的期望。

“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一定要
把工作做好。”上任20天内，黄丽萍
就成功“烧”起了“一把火”，她凭着
致富经验和不断地做思想工作，成
功把11户村民的共17亩荒地整合
成莲雾基地，而这一计划是过去历
经多年都未实现的。

黄丽萍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
在核定贫困户时，很容易引发村民
不满情绪，许多干部对登记造册工
作能推就推；对环境卫生整治，也是
应付了事……过去的五星村“两委”
执行力差，互相推脱的现象频现，导
致大部分工作的效率在镇里排名倒
数第一。

面对作风涣散问题，黄丽萍坚
持以身作则，带头入户了解群众需
求，对他们有求必应，为其他干部做
示范；对反映过来的问题，每个都认
真排查、想办法解决。“她是位有干
劲、有想法的干部！”文罗镇委书记
黄小波说，在黄丽萍带领下，五星村

“两委”班子逐渐展现出新面貌。“我
们的班子就是一个大家庭，遇到问
题‘全家’坐下来共同解决。”五星
村大学生村官黎景也向记者透露，
现在村民有事找到村“两委”，干部
们都会主动帮忙解决。

长期以来，五星村生产组织化
程度较低，效益不好。上任以来，黄

丽萍想方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目
前该村已成立了五黑鸡养殖、豪猪
养殖、黎锦编制等合作社，促进村民
增收。

“她是致富带头人，我们相信她
的创业能力。”贫困户黄海学透露，
去年他携政府发的50只五黑鸡入
股五黑鸡合作社，在这家按“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运
行的合作社里打工，他每天可获
100 元工资，去年底，还得到了
2000元分红。

此外，黄丽萍还把眼光投向了
此前从未涉及过的旅游业。她将
自己家的空房改造成客栈，租给了

“候鸟”过冬。“把村子环境整治好，
提高村子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的游
客到这里爬山、住宿、垂钓、吃农家
乐，领略自然风光，体验田园生
活。”谈及对未来的设想，黄丽萍希
望能在村里发展旅游，让村民借景
生财。

（本报椰林5月9日电）

最美陵水人

当五星村党总支书记一年来，黄丽萍敢想敢抓敢干
带村民增收——

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借景生财

俯瞰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据了解，该园区规划用地3138亩，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陵水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园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5月4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里，陵水梅雅黎锦工艺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在织黎锦。合作社月销售额约2万元。近期政府对合作社进行扶
持，鼓励社员研发黎锦旅游产品增收。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黎锦织出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