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昌实施产城融合战略，实现转型破题，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产城融合撬动发展动力

五月的木色湖，波光潋滟。
镶嵌在五指山北麓的这一泓

碧水，犹如母亲甘甜的乳汁，岁岁
年年深情滋养着屯昌大地。

这里土地肥沃，风平雨润，山
清水秀，四季如春，田畴似锦，花
果飘香，民风淳朴。

这里以产兴城推进产城融合
发展，全县域实施生态循环农业，
并结出生态果实……

2015年，屯昌作为全省首个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县；
2016年底，全省生态循环农业现
场会在屯昌召开，学习、推广屯昌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经验和做
法，为我省在建设全国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省积累了经验。

2016年9月，屯昌产城融合
示范区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
准，成为我省唯一得到国家支持
的产城融合示范区。

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力推
进产城融合、全县域生态循环农
业“两大发展战略”，着力发展特
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中
医健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
业”，是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富足
共享的新屯昌的重要举措，同时
也是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
海南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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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加快
屯昌城镇化建设。其重点之一在于
提升屯城的建设水平和辐射后劲，加
快产业小镇建设步伐，导入特色产
业，做强做精各个镇墟，从而形成以
屯城为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周边产业
小镇的城镇化发展格局。”田志强表
示，抓产城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

作为屯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战略，产城融合在推进城镇化建
设的过程中，依据县域紧凑的地理空
间布局，确定并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
心，带动其他七个镇协同发展的城市
化格局。

根据规划，屯昌产城融合示范区
面积约为25.6平方公里，可辐射周边
区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

如今，在产城融合的大战略驱

动下，屯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完善基础设施，精心谋划，加快特色
产业小镇建设步伐，并预计到2019
年底培育起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小
镇。包括乌坡南药养生风情小镇、
坡心农业公园小镇、枫木冬季瓜菜
小镇、西昌特色养殖小镇、南坤（中
坤）油茶产业小镇、新兴旅游和健康
养生小镇等六个特色产业小镇。

通过特色产业小镇的打造，不仅
能有效地集聚重点产业，形成产业规
模，拉长产业链；而且有利于改善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从而夯
实了农村经济基础，有效促进城镇化
建设进程。

谋定而后动，一步一个脚印，屯
昌以“产城融合”布局谋篇，撬动发展
动力，向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自己的
力量。

“屯昌生态环境优越，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也十
分突出，但却由于缺少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等因素，
导致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偏低。因此，如何将有利
的区位环境，结合我们企业本身的丰富资源，在这片
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是我们共同的期望。”海
航易食控股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李卫东说，初到屯昌
时，他便被这颗中部明珠所吸引，虽然屯昌农业产业
化发展水平较低，但他对其发展潜力充满信心。

农业发展水平低正是屯昌面临的短板。虽坐
拥好山好水，但农业深加工稀缺，科技化程度不高，
这意味着农业亟须提高附加值、延伸产业链，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

多年来，屯昌人多少有些困惑：好资源生产出
来的农产品难以卖出好价钱，如何破解丰产更要增
收的格局呢？

“产城融合”是屯昌给出的破题之道。屯昌县委
书记田志强说，“十三五”期间，屯昌着力抓产城融合
发展，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加快建设农产品加
工基地，延伸产业链，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屯昌开启“产城融合”布局，建起示范园区，依
据本地优势，围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
中医健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业，主动引进高科技
产业，补齐工业短板，让产业实现升级换代的同时，
构建企业集群不断提高区域影响力，最终成为海南
中部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国家热带高科技农业特色
的科技园区、海南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

2016年，成为我省唯一得到国家支持的产城
融合示范区以来，屯昌大力优化投资软环境。在提
供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同时，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等方式，极大提高了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从而为企业开设绿色通道、做好基础
服务工作。

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屯昌县产城融合示范
区就成功吸引了太极集团、以及海航集团旗下大集
控股公司等两家知名大企业进驻，利用乌坡南药药
场和屯昌丰富且高品质的农副产品的资源优势，建
设南药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加快农产品加
工、养生旅游等产业发展。

4月19日，海南南药制药项目落地开工，这
是屯昌县产城融合示范区第2家落地开工项目。

一期总投资4.6亿元，占地186亩，生产藿香
正气口服液等产品，发展广藿香、槟榔（大腹皮）、
沉香（白木香）、香草兰、牛大力等南药产业，并利
用南药文化，打造集养生康体、中高端健康管理
服务和旅居度假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养生产业，让
屯昌南药产业链条从种植为主转为产学研旅全
面延伸，使南药成为屯昌农业调结构的突破口之
一。

此外，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园动工后，即
将发展绿色农业、航食、航饮和铁路配餐加工产
业，一改屯昌缺乏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现状。

企业的入驻不仅推动了产业升级，也将带动
农民增收。屯昌县县长匡文胜表示，到2020年，
海南南药制药项目预计年产值达20亿元，直接
解决约600人就业，制药项目未来可直接带动1
万户农民增收，这将为屯昌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注入强大的后劲。

“我们第一期项目中央厨房除了能有效带动
核心原料种植基地和瓜果蔬菜的种植以外，在用
工方面我们会优先考虑当地的贫困户。”李卫东
表示。

“现在不用外出工作了，在家乡就能找到满
意的工作。”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斌是屯昌
本地人，海航猪哈哈的农场建成后，王斌毅然放
弃外地优厚的待遇，回到家乡工作。他说，实施
产城融合发展，企业会陆续进驻屯昌，为当地提
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在“产城融合”的战略宏图上，屯
昌将引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多个热带农产
品科研机构，并完善产业孵化体系，使示范区成
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开发中心。同时培育一批
技术创新的龙头企业，在现代热带农产品深加
工、中医药研学领域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群。

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示范区，加上高新技术
企业群不断涌现，将进一步激发屯昌发展活力，
撬动经济发展动力。

助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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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当早晨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来时，屯昌县屯城北面的产城融合示范区已热闹
起来，或平整土地，或机器挖土作业，产城融合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示范区内，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已成功落地，另一批项目也在洽谈和等待
落地当中……

2016年9月，屯昌产城融合示范区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为我省唯一得到国家
支持的产城融合示范区。产城融合被写入屯昌“十三五”发展规划，成为支撑全县经济的
“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以此为驱动，拉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中医健康养生
旅游三大支柱产业迅猛发展，屯昌正向着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百亿元目标奔去。

以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特
色小镇为抓手，构建宜游、宜
业、宜居的生态城市

美丽屯昌展新颜
田间，一片片碧绿的水稻已经悄然冒出了金黄色的稻穗；

桥上，三三两两的小孩在追逐嬉戏；武术广场里，传来“啊哈嗯
……呼哈……”的习武之声。走进屯昌县新兴镇坡陈村，一幅
清新怡人的自然田园风光便映入眼帘。作为屯昌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个小小缩影，如今，这个“中国武术之乡”坡陈村已逐渐
出现在全国游客的视野里。

2016年以来，在我省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建设的重大机遇
下，屯昌依托当地区位和生态资源优势，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整
合当地农业、工业、旅游业、以及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加快推
进城乡一体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建设绿色生态富足共享的美
丽新屯昌打下坚实的基础。

村庄变美，农民吃上“旅游饭”

“我们之前就在央视的节目上看到坡陈村，觉得景色非常
漂亮，也很有特点。这次刚好有机会到屯昌来，就专门带孩子
来感受一下武术之乡的氛围，还能体验乡村旅游的乐趣呢。”来
自北京的张女士一家趁着五一小长假的空暇时间，特地到坡陈
村观光体验。

历来以武术文化著称的坡陈村，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习武
之风源远流长。目前全村人口中，就有将近一半人习武。在许
多当地的村民看来，习武就是他们生活中必做的事情。

2013年底，坡陈村村民在首届海南省武术锦标赛上取得佳
绩后，声名远扬。而坡陈村的美景也曾多次成为央视节目的取
景之地。

正是基于坡陈村本身独特的武术习俗和风土人情，屯昌县
委、县政府决定，深刻挖掘坡陈村的武术文化，创新乡村旅游产
品，将坡陈武术村作为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进行统筹建设。

美丽的乡情村景引得游人纷至沓来，也为当地的百姓带来
了更多致富的“好路子”。如今，在坡陈村当地，许多村民吃起了

“旅游饭”。屯昌新兴镇沙田村坡陈村民小组贫困户王美花原本
是村里文化水平不高的贫困户，在当地政府的带动下，王美花带
领村民一起创办农家乐，生意和日子也因此越过越红火。

坡陈村的发展是屯昌建设美丽乡村的缩影。近年来，屯昌共
投入2000多万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了包括青梯村、坡
陈村、南熙村、南田村、美鹤园村、加利坡村、周寨村、咸六村、冯宅
村等9个村庄，预计到2017年底完成23个美丽乡村的建设。

“我们将通过美丽乡村的打造，进一步扩大屯昌乡村旅游
的影响力，实现重点健康养生旅游园区、农业旅游、乡村旅游相
互补充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努力将屯昌打造成为海南中部最具
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表示。

产业驱动，特色小镇有潜力

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仅在于乡村面貌的改善，更重要的
是通过特色产业的驱动，有效地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为美丽
乡村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能动力，让农民通过转变生产方式
富裕起来。

“近两年，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们的合作社规模不断
扩大，目前已经吸纳社员共102人。并带动周边67户农户参与
养殖黑猪和山鸡。”屯昌恒达合作社负责人叶武明说。

在乌坡镇主干道上，道路一边正在修建，街道旁也建起了
不少新房子。根据规划，这里正逐渐改造成一条南药药膳风情
街，将集中展示南药加工产品，并提供休闲养生度假服务。

而在今年4月7日举办的屯昌枫木第二届苦瓜文化节上，
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涌入枫木洋，同时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
客到此观赏小镇风光，体验采摘的乐趣。

在落实“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建设，打造特色产业小镇和美
丽乡村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特色不鲜明、产业易重复、景观多“撞
脸”的尴尬局面出现，屯昌县根据各个乡镇的不同优势及特点，进
行差异化培育打造，发展各具特色的“一镇一产业”镇域经济模
式。如今，包括乌坡南药养生风情小镇、坡心农业公园小镇、枫木
冬季瓜菜小镇、西昌特色养殖小镇、南坤（中坤）油茶产业小镇、以
及新兴旅游健康小镇等在内的六大特色小镇已初具雏形。

“特色产业小镇的打造，增强了乡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有
效带动城乡繁荣和群众致富。同时，也为屯昌打造知名农业品
牌，推进农业产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屯昌县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

景美人和，宜游宜业宜居

在枫木镇市坡岭村村口的大榕树下，常有村民坐在这里纳
凉吹风，欢声笑语不断。榕树旁边的水池里绿意盎然，一群群
小鱼追逐嬉戏，水池边上汩汩清流“咚咚咚”，不停地流向远处
的田地里。这一个看似“小”而“美”的乡村公园，其实就是枫木
镇市坡岭村人工湿地。

“以前我们村里污水和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臭味实在难闻。
特别是现在人工湿地的这个位置，以前就是污水集体排放出来的
地方，不用说坐着乘凉了，就连路过这里我们都是捂着鼻子的。”
说起两年前村里的卫生环境情况，村民许坤明直摇头。

如今，建成后的枫木镇市坡岭村人工湿地景色可观，吸引了
不少自驾游客驻足休憩。人工湿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居
住环境，污水经过处理后还可以直接灌溉农作物，环保生态。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直以来，良好的生
态环境就是屯昌的最大发展优势和潜力。如何在保护好屯昌
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提高生产生活水
平，是屯昌迫切需要改善的根本问题。

为此，屯昌在积极推进美丽海南百千工程过程中，秉持生态立
县方针，落实绿化宝岛大行动，造林7.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9%
左右；并下足功夫改善乡镇的基础设施，在全县范围内建成3个休
闲公园；同时，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屯昌全县城乡环
境面貌得到极大改观，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建设和保护屯昌良好生态环境是屯昌百姓的民生福祉。
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特色小镇为抓手，保护屯昌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本钱，从而构建起宜游、宜业、宜居的生态城市和
幸福家园。”田志强表示。

生态 富足共享屯昌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方面作出积极探索，是我省循
环经济的样本

循环农业
结出生态果实

清晨，薄雾还没散去，屯昌县枫木镇农户王张华来到自家
的槟榔园里，打开一根根蓝色喷灌管的开关，来自附近猪场的
沼液立刻顺着管道流进土壤。望着一棵棵长势茂盛的槟榔树，
王张华竖起大拇指说：“这些槟榔果实大，品质佳，生态种植就
是营养好。”

在屯昌，这样种养结合的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及小规模养殖
基地目前已建成循环农业利用示范基地39个，全县畜禽规模养
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推进无公害、绿色和有
机产地认证18个。屯昌，也因此成为我省首个现代生态循环农
业发展试点县。

全省率先走上循环农业路

走在枫木洋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放眼望去，可见田间
一株株金灿灿的稻谷，颗粒饱满。

“我们这片水稻马上就能收割了，生态种植就是好，今年这
批水稻比去年丰产了好多。”屯昌县枫木镇村民刘大爷在长势
喜人的水稻旁，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开心地说道。

在枫木镇当地，许多农民在政府的帮助和鼓励下，一改传
统的种植模式，端起了科技农业的“饭碗”，利用循环农业沼液
灌溉的方式进行瓜菜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循环农业是指对畜禽粪便进行处理，产生沼气、沼液和粪
渣等衍生品，沼气用作发电，沼液用于灌溉，粪渣用作农作物的
有机肥。农作物成熟之后的废弃根茎再喂食畜禽，减少饲料的
使用。”枫木镇镇长王先介绍。

作为海南的畜牧养殖业大县，屯昌全县现有规模养殖场45
家，年生猪出栏27万余头，禽类出栏470万余羽。但养殖业的
蓬勃发展，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粪便污染、水质污染、
恶臭污染和药物残留潜在污染，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被严重制
约。

“畜禽粪便利用好了就是‘宝’，直接排放就是污染和浪
费。”屯昌县副县长蔡积东表示。治理污染，屯昌县的选择并不
是简单地一关了之，只能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2015年以来，作为传统农业县，屯昌抢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契机，立足当地的自然环境优势，在我省率先发展全县域生
态循环农业。共建成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示范基地28个、农村生
态养殖小区50个、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4.8万亩，产生了“猪—
沼—果”“猪—沼—瓜菜”“猪—沼—热作”“牛—牛粪发酵—蚯
蚓”等多种生态循环农业结构模式。

循环农业拓宽农民致富路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将牲畜粪便变废为宝，污水零排放，不
仅保护了生态环境，更带来经济效益。”屯昌茂昌养牛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谢祖励介绍说。该合作社主要养殖瑞士品种西门塔
尔种牛和蚯蚓，采用“牛-发酵-蚯蚓”模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即牛粪用作养殖蚯蚓，将清洗牛栏的水引入沼气池，产生沼气
用来煮饭和照明，沼液浇灌牧草，牧草再喂牛。靠着这个循环
农业模式，目前茂昌合作社在养牛方面已经吸纳了6名社员，户
均年收入4万元；养殖蚯蚓的有30户社员，户均年收入3万元，
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

“以前当地的村民都很排斥我们的养殖场，生怕我们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现在，我们的种猪场反倒成了村民们欢迎的
肥料产地。”海南罗牛山南吕原种猪场生产技术负责人渠为说
道。

据了解，2015年10月起，为科学治理罗牛山公司南吕原种
猪场粪污达标排放问题，在屯昌县委县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开
工建设了罗牛山循环农业示范区和枫木洋区水肥一体化项目
基地。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猪场污水深度处理、沼液水肥一体化
综合利用、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站、农业生产废弃物集中处理
示范点等。

如今，置身在罗牛山南吕原种猪场园区内，几乎很难闻到
刺鼻的味道。取而代之的却是园区周围一片片长势良好的槟
榔和各种瓜果蔬菜。渠为介绍，该种猪场所产生的沼液可用
于灌溉枫木洋片区4138亩地的农作物。包括瓜果蔬菜基地
2942亩，红心蜜柚基地500亩，槟榔园200亩，橡胶地面积
496亩等。

“发展循环农业既是农业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又是提升
农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
选择，是我们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正确道路。”屯昌县委书
记田志强表示。

得益于生态种养模式带来的众多“甜头”，屯昌在发展循环
农业上更加坚定了信心。2016年屯昌县累计投入1.46亿元实
施八大板块27类循环农业项目，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达到5.1
万亩、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达到6.1万亩，改良土壤达到2万亩。

目前，屯昌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5%，年沼液沼渣利用量达11万吨。

撬动供给侧改革破解瓶颈

近年来，屯昌通过制定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标准，推进无公
害、绿色和有机产地认证18个，完成“屯昌黑猪”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进一步强化“枫木苦瓜”、“屯昌香鸡”、“枫木香
草鸭”等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完成12个农产品县级地方
标准编制等一系列措施，极大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

屯昌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借
助农民博览会这个平台，加大农产品对外宣传和推介力度，加
快“互联网+农业”商务服务平台建设，努力打造网上交易、产销
对接、物流配送的市场营销新模式。

与此同时，屯昌结合循环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旅结合，大
力发展热带观光四季果园，已完成5个水果种植体验园建设。
位于屯昌县坡心镇的猪哈哈农场是屯昌吸引投资、发展农旅结
合的最新尝试。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文／容朝虹 洪宝光 邓积钊）

屯昌县枫木镇市坡岭村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池。

屯昌茂昌养牛合作社的养牛场。

屯昌县西昌镇南熙村自动化、标准化的榨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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