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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 | 特别报道·昌江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省委七届二次全会上，省委
书记刘赐贵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政绩
观、发展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业绩。昌江黎族自治县将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
观，充分运用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成
果，大力开展“‘三下沉、三提升’、争
创‘五个一流’”活动（重心下沉，效率
提升；干部下沉，能力提升；服务下
沉，质量提升。树一流意识、强一流
能力、比一流作风、争一流服务、展一
流作为），为推进昌江后发崛起、实现
全面小康筑牢坚实基础。

一是坚持以“多规合一”为引领，
加快形成绿色产业体系。2016年，
昌江“多规合一”改革在全省率先获
评通过，使各类发展空间合理分布，
成为昌江科学健康发展的鲜明优
势。昌江将树立“把整体作为一个大
景区、大公园统一进行规划”的“一盘
棋”理念，高水平、高标准编制产业、
城乡、旅游等各类总规、控详规，以规
划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农业方面，加
快低效产业退出，推动“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全覆盖，扩
大昌江芒果、王品蜜瓜特色高效产业
规模，做优雪古丽生态循环牧场等共
享农庄，将十月田镇打造成互联网农

业小镇，促进农民长远可持续增收。
工业方面，加快“腾笼换鸟”“退二进
三”，发展壮大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大
力发展核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加
快建设核电产业园，打造海南新型工
业和新能源基地。旅游业方面，精心
谋划王下旅游环线等片区，打造木棉
公园、芒果公园等一批特色公园，策
划创建霸王岭森林旅游文化节等生
态文化品牌，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山
海互动特色旅游目的地。

二是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
手，确保环境质量只升不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最强的优势和
最大的本钱。昌江将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保护
生态作为第一责任、第一底线。推进
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认真开展“双
创”“双修”和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实施废弃采矿区污染场地治理
与修复，开展石碌矿山等损毁山体修
复。结合国家级园林城市、森林城市
创建，抓好城乡“绿化”“彩化”，因地
制宜种植木棉、三角梅等特色树种。
全面落实“河长制”“湾长制”，加快推
进“四河一渠”工程，严厉打击非法采
砂，加快治理沿海地区高位池养殖问
题。在全省率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
立碑定界技术规范及试点研究，探索
建立铁矿、水泥等矿产资源开发生态
补偿机制。

三是坚持以发展和保护并举，着
力发展壮大海洋产业。昌江将以建
立棋子湾国家级海洋公园为抓手，加
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发展海洋经
济。加快推进河园岛生态保护与修
复、马荣海域海洋牧场项目，下大力
气保护好昌化江入海口珍贵资源。
精心打造昌化渔港、海尾渔港、新港、
沙鱼塘港“四港”项目，着力将昌化、
海尾建设成为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
产业小镇。依托经济特区与地缘优
势，加强与台湾渔业合作，打造“海峡
两岸渔业合作示范区”。培育大型水
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海尾东风螺、海
葡萄、螺旋藻等精深加工。积极打造
海洋休闲渔业，规划建设马荣港渔业
休闲码头。

四是坚持以产业和就业为关键，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今年，昌江
整合8427万元依托8家龙头企业使
贫困户实现产业全覆盖，转移贫困户
劳动力3722人。下一步，昌江将不
断完善“委托合作”等产业扶贫模式，
引导贫困户大力发展特种野猪、王品
冰糖蜜瓜等特色高效产业，确保实现
贫困户稳定脱贫；结合电视夜校，千
方百计提高群众的脱贫意愿；依托农
业基地、职业学校等平台，开展农民
实用技术培训，确保每户贫困家庭至
少有一人稳定就业；结合全域旅游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严格落实教育扶
贫、卫生扶贫、危房改造等各项扶贫
举措，努力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贫困村整村脱贫出列。

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持续改善百姓民生福祉。坚持
把民生需求作为根本导向，让昌江发
展更加和谐、群众幸福更有质感。在
全面实施好“儿童眼健康关爱行动”
基础上，全面启动“全民健康关爱行
动”，设立“关爱”基金，对听力障碍、
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癫痫、精神病等
特殊疾病、重大疾病、慢性病患者开
展救助帮扶，努力根除“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加大对家中有特殊疾
病、重大疾病、慢性病患者的贫困家
庭、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扶持力度，
充分结合省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育机
构、昌江玉等产业平台，加大对视力
障碍、听力障碍等特殊儿童教育、就
业的扶持力度，确保让每一个特殊儿
童学有所教、长大后能自食其力，全
面织细织密民生保障网。加快国家
学前改革实验区建设，继续深化“3+
9+3”免费教育，推进“互联网+教
育”，加快推进木棉学校、中科院幼儿
园建设，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大力开展全国健康促进县、国家
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创建，加快推动

“三医联动”综合改革，积极实施“好
院长好医生”“妇幼双百”人才引进项
目，加强引进优质医疗资源，不断提
升医疗服务能力水平。

今年昌江将迎来建县30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进一步
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作出昌江贡献，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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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结构、谋发展、促转型、增福祉

山海黎乡奏响发展变奏曲

读图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28天时间，迁出涉及3个行政村、社区的86座
坟墓，看似不突出的成绩单，放在推行殡葬改革阻
力较大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显得十分难得。回想起
今年3月的这次迁坟大行动，昌江昌化镇的村镇两
级党员干部都感叹：这是榜样的力量。

“为了推进项目建设，从D-11地块启动迁坟到
悉数进公墓，涉及昌化镇昌化、昌田、昌农三个村（社
区）共86座坟墓，在短短28天内完成任务，以前想
都不敢想。”昌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恒江说，群众
传统观念深，迁一座坟都要反复登门，何况这么多。

为此，昌化镇专门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会上让
党员干部们签下“军令状”，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与村干部一起进村入户与每户家属进行沟通、宣传
和动员，确保顺利完成任务。

为打消群众顾虑，昌化镇的党员干部们喊出“向我
看齐”，第一时间将自家坟墓搬迁进了公墓。一些村的
党支部书记光是为个别农户迁坟，就跑了不下20趟；
党员干部在迁坟过程中还跟着农户一起安排迁坟事
宜，通过给先人祭拜、诵读祭文、献花寄思等方式进行缅
怀、吊唁，把工作做到村民的心坎上，做到让群众安心。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名党员一杆枪，一名党员
一面镜，一名党员一团火。”这是昌化镇党委向全镇

党员发出的倡议，要在服务和推动昌化镇旅游风情
小镇建设长远发展和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项目、
好项目上主动作为、锻造队伍。

昌化镇党委原委员钟贵弟听说老家要迁坟，特
意请假回家，第一时间做通了长辈们的思想工作，
并说服反对迁坟的亲属，最终完成了任务。“我是党
员，在支持昌化发展、服从大局的问题上没有余
地。”钟贵弟说。

随着涉及项目建设的D-11地块86座坟墓全
部平稳迁出，项目建设顺利腾出了地方，干群关系
也拉近了，旅游发展也迎来的新的机遇。

（本报石碌10月10日电）

9月18日，我省第11个互联网产业小镇
在昌江十月田镇落户。当体验中心迎来第一
批客人，不少人都为琳琅满目的农产品所诧
异：“王品蜜瓜、军营红圣女果、蜜柚，这些水
果咱们昌江也有啦？”

事实上，面对经济压力下行加大、支柱产
业发展持续低潮的形势，昌江就已果断决策，
加快产业转型、业态升级。过去5年，昌江
13.5万亩低效产业退出舞台，并发展特色种养
基地达28个、高效种植产业规模达35万亩、
特色养殖产业规模达39万头。仅2016年，昌
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0.03亿元，农业增加值
33.05亿元、同比增长7.1%、增幅全省第一。

墙内开花还要墙外香。和丰冬季瓜菜基
地正式成为上海市外延蔬菜基地，岛外市场
的认可足以证明昌江在农业转型发展上取得
的成功。而雪古丽生态循环牧业等九大“共
享农庄”初显雏形，也让重庆、成都、广州等地
的游客充满期待。

在农业发展取得瞩目成效的同时，昌江

近年来的旅游发展也备受关注。投资13.2亿
元的棋子湾旅游基础设施建成使用，让棋子
湾玩海变得“便利无比”；投入151.8亿元建设
的37个旅游项目、棋子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成
功获批建立、“昌化江畔木棉红”等旅游品牌
名声打响、七叉镇和棋子湾跻身海南“十大最
美风情小镇”“十大最美海湾”等，使得昌江正
逐渐成为我省西部新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上
半年，昌江接待过夜游客47.89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12亿元，分别增长8.7%、9.5%。

旅游项目推进成绩斐然，重点项目建设
步伐也没有减缓。去年底，昌江通过强化“六
个一”责任模式，积极开展“服务社会投资百
日大行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134.9%。

过去5年，昌江还相继投入1.2亿元建立
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完成电网

“下地”55.46公里，全县86个行政村（社区）
实现光纤与4G网络全覆盖，获评省第一批

“全光网”市县。

即便棋子湾畔遍植的木麻黄树早已经取代
了曾经的一滩白沙，但昌化镇昌化社区居民陶
凤交和她的“绿色娘子军”仍习惯带上铁铲树苗
到海滩上看看。持之以恒地重建海防林、恢复
生态植被，是她和姐妹们放不下的使命，也是昌
江近年来对于生态保护的态度。

投入近2亿元新增造林面积10.5万亩，
种植木棉、三角梅等特色树种101.6万株，同
时昌江还在湿地生态区恢复种植红树林738
亩，规划建设沼泽湿地保护小区339亩，并率
先在全省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立碑定界技术规
范及试点研究，生态补偿标准高居全省第一。

增绿还要护绿，近年来昌江绿色低碳工业
发展势头强劲。去年，昌江核电一期两台机组
建成营运并累计发电109亿度，占全省发电总
量的近三分之一。随着铁矿石选矿技术改造、
光伏农业一体化发电等一批绿色低碳项目的相
继竣工投产，昌江的绿色发展引擎正在开动。
同时为吸引更多项目落地，昌江开工建设了8.4
公里路网，让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海矿

北一地采、200万吨贫矿选矿、瑞图生态建材等
项目也相继建成。

更火热的项目建设现场，是蜿蜒在黎乡土地
上的一条条水渠、水道。2015年10月，昌江正式
启动“大水网”建设，包含“引大济石”、石碌与大广
坝渠系连通、城镇集中供水、江河防洪和四河一渠
整治等5大工程3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达72.2亿
元。已全面启动的“渠系连通”等工程，3.64亿元
投资换来的是建成斗渠、农渠233公里，新增农
业灌溉面积近10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100亩。在此基础上探索的水利工程县、镇、村
分级分片划段包干责任办法和农业生产用水改
革，有效解决了工程养护问题和用水矛盾。

目前，“引大济石”、城镇集中供水工程、
四河一渠整治工程已完成了立项并顺利推
进，全部建成后不仅能极大提升年供水量，从
根本上解决昌江西部石碌、海尾、昌化、十月
田、乌烈、叉河6个乡镇共12万人的饮水问
题，同时也为农业升级、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调结构 推项目 构发展格局 铺水网 护生态 推健康发展 强教育 助脱贫 增民生福祉
“妈妈，我能看见了！”当这句稚嫩的童声

响起，昌江王下乡三派村村民张慧荣的眼泪
就止不住了。说话的是张慧荣5岁的小女儿
韩诗琪。因为患有先天性双眼球震颤，小诗
琪出生后便生活在黑暗之中。

作为贫困户的张慧荣一家，能够让女儿
重见光明，得益于昌江推行的“双特”救助。
2014年，昌江出台《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特别
救助暂行办法》，每年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
资金，用于救助因重特大疾病、意外伤害、意
外事故等原因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现行保障
制度又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众。

实行3年以来，昌江累计投入了7000万
元，让1171户像韩诗琪一样的困难群众得到
了有效救助，避免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同时还成功促成“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
会”提供1亿元医疗设备援助及1.7亿元贴息
贷款，用于贫困群众的医疗。

看病不愁，上学也不愁。近年来，昌江率
先在全省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实现各乡镇均建成一所以上公办幼儿园，
并推行从学前到初中高中阶段的“3+9+3”免
费教育，投入1052万元让3516名贫困学子享
受教育扶贫实惠。昌江还加快推进木棉学校、
芒果幼儿园、“互联网+教育”PPP项目，抓实

“好校长好教师”等工程，并在今年引进学科骨
干教师5名，并加快推进“两校一园”，推动昌江
中学创建省一级学校，与厦门两所优质学校建
立对口支援关系。

教育接轨扶贫，使昌江2016年脱贫成绩
斐然：全年实现脱贫2876户13030人，占年度
任务的117%，6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实现“脱贫
摘帽”。投入专项资金3826万元，整合涉农资
金1.18亿元投入扶贫攻坚，助推2349户贫困
户通过发展种桑养蚕、霸王山鸡、和牛、山猪等
特色种养产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今年，整合
8427万元依托8家龙头企业深化产业扶贫，贫
困户产业组织化程度全省第一。

5年砥砺奋进，5年探索转型，昌江正奏响
发展变奏曲。 （本报石碌10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这可是咱们王下的‘高速路’！”9月28日下乡
工作归来，走过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三派村的明
旺桥，王下乡干部黎增山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黎增山说，在几年前，下村都是泥巴路，碰上下雨，
摩托车进出都困难。“但这两年，王下在变，而且是巨
变！”黎增山口中的巨变，是路变宽了变好了，是房子结
实了，是光网铺进了深山，是收入实现了翻番。

“从茅草屋到砖瓦房再到小洋房，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啦！”在大炎村委会浪论村，村干部刘桂芳说
起这几年的变化就停不下来。2015年，昌江启动了

浪论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用政府出一点、企业出
一点、村民筹一点的方式，给全村64户村民盖上了
新房。2016年1月8日，全村迁入新居。

更让刘桂芳感到高兴的是昌江的好政策，让在
读职校和初中的孩子们学费几乎全免，每个月只需
300元生活费，刘桂芳身上的担子也轻了许多。

在浪论村，随着光宽带的接入，不少村民借助
互联网销售平台将自家的山货卖出深山。省委书
记、时任省长刘赐贵去年9月赴王下乡调研防灾减
灾和脱贫攻坚工作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五网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电网、光网、路网的灾害保障能
力。昌江随即联合当地运营商，将光宽带铺进了王

下乡，大幅提升了王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截至目前，近千万元的投入让王下乡建成了7

个2/4G基站，信号覆盖率达95.1%。在此基础上，
为使王下乡群众享受到全面优质的移动光宽带服
务，昌江还与当地运营商一起启动了“王下信息扶
贫”专项行动，计划于今年再投入1000万元，在王
下乡新建80.9公里光缆。

黎增山说，如今王下乡越来越多的村民把自养自
种的产品放在网上销售，而昌江也将旅游产业开发、
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写入了下一步计划。经历嬗变，
王下乡也从当初连女孩都不愿嫁过来的偏远山区，成
了加速发展的好地方。 （本报石碌10月10日电）

故
事

王下乡路变宽了，房子结实了，光网通了

深山里村民的生活变好了
推动项目建设，党员干部带头迁坟

昌江党员用行动践行“两学一做”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当昌化江畔的木棉花盛开，慕名前来的游人都发现，这里
更有旅游景区的味道了；当王品冰糖蜜瓜上市，喜获丰收的农
户都发现，产业效益水涨船高；当光纤网络铺进王下乡，下村工
作的干部都发现，曾经电话都不通的地方有了4G信号；当新
的学期敲响上课铃，走进职校的学生都发现，曾经“上不起”的
学校如今分文不收……

这5年，还有数不清的变化发生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土地
上。人们惊讶地发现，印象里海南岛西部的“传统工业市县”，
正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绿色低碳
工业、新兴旅游业等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

“三地一县”的发展战略，让昌江从过去的发展模式中解放
出来，力促产业转型、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新的发展格局在形
成；铺上一张“大水网”、护好山海生态，健康发展的理念贯彻始
终；实现教育均衡、狠抓脱贫攻坚，民生福祉在不断增加。

2017年
上半年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51.88亿元

同比增长9.5%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1亿元

同比增长2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37亿元

同比增长10.3%

2016年
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 103.17亿元

同比增长10.5%
增速全省第二

公共预算收入 10.03亿元

同比增长12.8%
增速全省第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58亿元

同比增长9.5%
制图/陈海冰

鸟瞰下的昌江七叉镇大章梯田美不胜收鸟瞰下的昌江七叉镇大章梯田美不胜收。。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吴文生吴文生 摄摄

游客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游玩。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扫码看“砥砺奋进的5年——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链接

“三地一县”

力争五年时间把昌江打造成海南国
际旅游岛山海互动特色旅游目的地、海南
新型工业和新能源基地、海南绿色农业基
地、海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

“3+9+3”免费教育

率先在全省实行3年学前教育、9
年义务教育、3年普通高中“三免一补”
就学资助政策，即免学费、免课本费、
免保险费、补生活费；职业教育“八免
一补”就学资助政策，即免学费、课本
费、保险费、住宿费等，补生活费。

“大水网建设”

引大济石工程：从大广坝引水至
石碌水库，属大水网建设核心骨干工
程。水系连通工程：通过实施以石碌
水库干渠、大广坝干渠、珠碧江和昌化
江为主，其他小型蓄引水工程为辅的
连通工程建设，建成一个覆盖全县的
水系纵横连通体系。四河一渠建设：
石碌河、保梅河、东海河、南妙河及石
碌水库主干渠整治建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