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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大背景下，我们的未来大有可为，我
们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面对眼前各类奖杯与种种荣誉，刘宏枝
对未来的思考格外清晰，他说：“我们一
定要全面深刻领会从中央到省里以及
三亚市里关于乡村旅游建设的有关政
策精神，这是‘顶天’；还要时刻以老百
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立地’。我们
必须以这种‘顶天立地’的姿态和责任
担当，谋划好未来的发展！”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刚一公布，刘
宏枝就反复研究，里面提到的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令他振奋，特别
是首次提出的“田园综合体”这一新概念
让他欣喜：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
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
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
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
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
展试点示范。随后，省第七次党代会提
出，以发展“共享农庄”为抓手，增强农村
发展内生动力，引导农村就地美化提升，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高水平建设“美丽
海南百镇千村”。《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2020）》提出大力推进宜游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落实“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要求，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每一份文件都字字千钧，每一个政
策都铿锵有力，反复解读领会，多方
请教研究，刘宏枝深受启发。

以共享农庄为抓手，着力打造田
园综合体！

刘宏枝深刻意识到，这不仅是三
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未来
的发展路径，也是新起点上的历史性
发展机遇。

他办公室里的墙上贴满了这些各
级文件以及这方面的报道，上面勾勾画
画，他又复印了很多份，拿着去跟村民
股东代表们讲政策，谋未来。他描绘着
未来，在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中，他们要全力把天涯小鱼温泉特色
产业小镇共享农庄打造为三亚乡村旅
游的亮点，充分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进一步优化田园景观资源配
置，深度挖掘农业生态价值，依托此处
富含的温泉资源、芒果风情、黎族文化、
田园风光和陨石文化的优势，落实“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
求，加强特色民居和自然风貌保护，传
承黎族乡村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文化
内涵，实现乡村更纯美、更有品味。

所谓知行合一，知晓未来，行在
当下！

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
镇不仅规划蓝图堪称大手笔，在建设中
同样稳健扎实地推进着。不久的将来，
这里将会建起小鱼温泉核心区、农业劳
动公园区、康体医疗养生区、农民就地
创业区、仓储物流服务区、幸福养老居
住区及符合国际大赛标准的棋城等文
化旅游板块。这些规划项目涵盖了休
闲农业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不仅可
以让游客走进田园，在劳动中体验耕种
采摘的过程，还可以让游客在劳动中放
松身心，回归自然，感受农村的独特魅
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不离乡不
离土，农民永远是业主’。”刘宏枝对这
点，一如既往，毫不含糊。

“我们都支持小镇建设，大家都盼
着它能建得快一些。”了解过三亚市天
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建设蓝图
后，村民们最近纷纷表示支持。村委
会书记王开明对小镇的未来同样充满
信心，他说：“要努力把我们村建成处
处是景区、家家是景点、人人能接待
的全域旅游村。”看着每天如火如荼
的建设场面，村民们满怀期待：“啥时
候小镇能建到我们家旁，我们也利用
自家院子做点事，享受小镇发展带来
的红利。”

本版策划 撰文 摄影/水木

“14年了，这一路走来可真不
容易。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农民当
股东，企业来打工’，这是我们的企
业宗旨。”虽然如今小镇各方面建
设如火如荼，发展也得到了的高度
认可，但是回想起这风雨兼程的
14年，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
产业小镇的法人代表符元理仍感
慨万千。

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
小镇坐落于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
这里曾是一个经济落后的黎族村
落，共有14个自然村，900多户，
5000多人，在三亚的旅游发展格局
中，属于偏远区域，农民收入低下，
一直以来发展十分滞后。早在
1992年，某外来公司在该村开发温
泉失败，造成当地温泉口附近的土
地有水不能养鱼、有地不能耕种，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在走过10多年
的艰难历程后，2002年，水蛟村召
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和党员代表大
会，决定由村委会牵头，以村民自愿
入股的形式，领导村民以集体的力
量进行开发。2003年9月26日，在
三亚市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由村民
集资入股成立的三亚小鱼温泉成
立。该企业以入籍村民刘宏枝当董
事长，在他的带领下，多方调研，积
极开拓，充分利用起本村荒废的土
地和热矿水，经过改造建设，投身三
亚日渐红火的旅游市场。企业迅速
发展，不仅解决了当时村里80多名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让这里
的农田生态得到了恢复，村容村貌
得到了改变。几年下来，三亚小鱼
温泉很快在市场上为村民创造良好
效益，老百姓的分红，一年比一年
多，彻底改变了过去“端着金饭碗讨
饭”的尴尬苦日子。

一路走来，这个村办企业获得
了“中国最佳特色温泉旅游度假区”
的荣誉称号，成为国际温泉行业的
知名品牌。发展至今，三亚小鱼温
泉年接待游客量从最初的9万人次
发展到最高年接待游客量50万人
次。近年来，三亚小鱼温泉不仅陆
续获得“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国
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还是全省唯一获得“全国新农村建
设百强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的乡镇
企业。

在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全新格局中，三亚小鱼温泉
重新谋篇布局，进行长远规划，全力
打造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
小镇，主动作为，争当三亚乡村旅游
中的排头兵。如今，该小镇以共享
农庄为抓手，加紧建设的温泉鱼疗、
菩提街、盐吧浴场、黎乡田园歌舞表
演场、田园瑜伽、黎族民俗文化展馆
及篝火娱乐广场等项目，陆续得到
升级改造，这里已经由单纯的温泉
休闲发展成温泉养生为主业，变成
了贯穿本土黎苗文化及其他旅游消
费的田园综合体。

今年初，由中国城镇化协会主
办的“千企千镇工程”启动仪式暨
2017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论坛上，三
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脱
颖而出，成为我省一百个特色产业
小镇项目中唯一进入“千企千镇工
程”的小镇项目。

多年来，三亚小鱼温泉构建的
当地村民入股成立股份制村办企业
模式，真正让本村村民成为乡村旅
游景区的股东，每年进行分红，享受
发展红利，提前实现了脱贫目标。
如今，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
业小镇的建设，同样坚持以“农民当
股东，企业来打工”的宗旨，让村民
用合作社形式入股参与小镇建设，
共同发展。

看满天繁星里，那一颗最闪亮。
在三亚“十镇百村”工程中，三亚

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闪耀着
它独特的光芒。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有关政策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它
奋勇当先，抢抓我省开展“田园综合
体”建设试点和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历史发展机遇，争当三
亚乡村旅游的排头兵。

排头兵的职责，是冲锋陷阵，打开
局面；更是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三亚小鱼温泉有了争当三亚市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大背景下乡村
旅游排头兵的主动担当，便不舍昼夜，
只争朝夕，它在努力当好三亚乡村旅游
建设中率先提供前进路标的“先行者”。

9月15日上午，台风“杜苏芮”刚刚
远去，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
镇上，便是一派忙碌景象。得知台风对
三亚影响不大，早早过来待命施工的工
人们，等着风小雨停，便在工地上加紧
施工了。他们有的在娴熟地开着挖掘
机清理水渠，有的在精心架构着黎族特
色茅草屋，有的在指挥协调工人施工

……在这些忙碌的身影旁，一条建筑风
格极具黎族特色的“乡村酒吧”街，正在
他们挥洒的汗水中，日见雏形。

据透露，该乡村酒吧街国庆期间
开业迎客，届时，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可以漫步在小湖畔、田园边、椰树下，
在蛙声鸟鸣的自然“伴奏”中，端起美
酒，感受美好的休闲时光。

除了乡村酒吧，三亚市天涯小鱼
温泉特色产业小镇正在重点打造的

“一站式吃遍海南”美食街，也令人期
待。它将为到访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海
南美食盛宴，在这里，可以尝遍一百三
十多种海南特色小吃，同时能容纳千
人就餐。此外，不远处的陨石坑里特
有的832亩“流星”芒果园，年产量300
多万斤，远销北上广，园地也将提供房
车及帐篷露营等体验活动……

其实，乡村酒吧街、“一站式吃遍海
南”美食街、“流星”芒果园，这些不过是

“配菜”，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
小镇正在紧锣密鼓打造的共享农庄，田
园综合体，才是它的“主菜”“硬菜”！

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

镇长远规划，从眼前着手。多年来，它
充分挖掘三亚地域特色，开发出三亚
本土乡村风情的旅游产品，让百姓在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实现村民转产转
业。日前启动的三亚市2017年椰级
乡村旅游点初评工作，作为首家申报
五椰级的三亚小鱼温泉乡村旅游点，
在工作组实地考评过程中，通过了标
准极其严格的初评，初评工作从申报
主体、旅游主题与特色、旅游交通、旅
游公共服务与设施、旅游服务与管理、
环境卫生与旅游安全等方面对其进行
了认真、严谨地打分，认为三亚小鱼温
泉实业有限公司基本实现“吃、住、行、
游、购、娱”一体化，达到了乡村旅游点
五椰级等级标准。

建设美丽乡村，正是党中央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
措，是在农村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总抓手。正在发生美丽蜕变的三
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这
里的美丽乡村建设画卷已悄然展开，
为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争当乡村旅游的排头兵

不离乡不离土 农民永远是业主
“三亚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进入到最后的验收环节！”9月6日，三亚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推进协调会上，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话掷地有声。三亚吹响决战号角，力争

打赢倒计时攻坚战，确保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顺利通过。
今年以来，三亚大力推进“十镇百村”工程，明确加快建设10个特色产业小镇及100个美丽乡村目标，着力规划一批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美丽项目，打造宜游、宜业、宜居的美丽三亚。
如今，一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富有品位的乡村旅游产品，融地方文化、民俗为一体的精品乡村旅游产品，已经成为乡村游的“新星”，各个美丽乡村正在如火如荼抓紧建设，加速谱写“日

月同辉满天星、全域处处是美景”的三亚新篇章。其中，三亚市天涯小鱼温泉特色产业小镇闪耀着它独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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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吃遍海南”，这里可以品尝到海南各市县一百三十多种特色小吃。

独具特色的小镇风情，古朴优雅，令人向往。

同时可容下千人的乡村酒吧（在建中）。

谋划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