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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述评之五

◀上接A01版
“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系列决策部署，坚持生态立省不
动摇，倍加珍爱、精心呵护海南的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以生态文明建设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省委、省政府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外
践于行，带领全省人民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

所谓“开放”，就是要坚持开放思
维，积极引进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参与
百镇千村建设，注重提升国际化水
平——

2016年 3月，刘赐贵在海南省全
域旅游“美丽海南百千工程”现场会
上指出，推进“美丽海南百千工程”，
建设百个特色产业小镇、千个美丽乡
村，要把中心任务和着力点放在产业
的培育发展上，绝不搞没有产业的空
心镇、空心村。

沈晓明指出，搞好百镇千村建设，
突出产业支撑，谨防变相搞房地产、搞
造城运动，杜绝“挂羊头卖狗肉”现
象。

省委、省政府早已认识到，推进
“ 美 丽 海 南 百 镇 千 村 ”建 设 ，要 从
“面子”美到“里子”，大力推动有产
业支撑、有文化底蕴、文明程度较高、
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产业小镇建
设。

以遍布火山石著称的海口市石山
镇施茶村成立施茶石斛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火山石上种植石斛，品优价高，
村民以土地租金入股分红，预计每年
可获得 800 多万元收入，进而实现整
村脱贫。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
庭村，自创建美丽乡村以来，该村村容
村貌有了很大改善，不少公司还主动
上门，并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向村民传
授在椰子树上种兰花的“秘诀”，计划
把整座村庄发展成为种植兰花专业
村，不仅种兰花、卖兰花，还要加工兰
花产品。

从种石斛到种兰花，这样既美丽
又金贵的产业，如今在海南农村遍地
开花。

所谓“共享”，就是一方面要通
过百镇千村建设丰富全域旅游的内
容 ，形 成 更 多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点”，让中外游客共享海南的优良
环境和资源；一方面要坚持群众为
主体，在百镇千村建设中形成长久
可持续的收入，让百姓充分共享发
展成果——

5年前，白沙黎族自治县芭蕉村有
40个中青年男子没有成家，村民时常
自我调侃“平日里只看到嫁出村的女
儿，很难见到娶进村的媳妇”。这是
因为，彼时全村除了一户是平房外，
其他村民都是蜗居在茅草房或低矮
的瓦房里，且村里垃圾成堆。随着美
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芭蕉村光棍基本
集体“脱光”。如今的芭蕉村已被评
为全国最美特色村，吸引众多游客纷
至沓来。

今年7月，省政府出台关于以发展
共享农庄为抓手建设美丽乡村的指导
意见，指出建设共享农庄，是推动田园
综合体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的
有力抓手，通过发展“共享农庄”，使农
民转变成为股民、农房转变成为客房、
农产品现货转变成为期货、消费者转
变成为投资者，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美。

“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
最好的资源让广大人民共享，让绿水
青山成为造福海南百姓的金山银山。”
推进百镇千村建设，既要做足“面子”，
更要做实“里子”，让老百姓有可持续
的收入来源。这是新一届海南省委的
坚定信念和追求。

目前海南已有200多个美丽乡村
建成，40 个星级美丽乡村被命名授
牌。未来 5 年间，100 个产业小镇、
1000个美丽乡村，将成为海南旅游、休
闲等资源的重要载体，辐射带动全岛
发展，助力实现“全省人民的幸福家
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
度假天堂”三大愿景。

从农家乐到休闲农庄，从观光果
园到农业公园再到特色民俗村，海
南乡村旅游的业态还在不断升级。
遍布全省的一个个美丽乡村逐渐成
为城里人热门的度假目的地，把风
景变成了产业、叶子变成了票子。
而百镇千村建设，犹如点石成金的
魔术棒。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海南经济“王牌”

“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农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农
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做强做精做优
热带特色农业，使热带特色农业
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
一张王牌。”

——习近平

回眸历史，被誉为“南溟奇甸”的
海南，物阜民丰。

明代翰林大学士丘濬在介绍“南
溟奇甸”风物时不吝赞美之词：“阳明
盛，土性殊，岁三获以常穰，有积可仰
……兼华夷之所产，备南北之所有。”
这是“奇甸宝地”的真实写照。

环顾当下，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发展方式相对
粗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主体素质总
体偏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等一系
列问题。

海南亦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海南农业也面临着发展方
式相对粗放、资源约束趋紧、生产成本
上升等问题。

早在 2015 年 2月，刘赐贵在全省
农村工作会议指出，鲜明的热带特色
是推动我省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粗
放的发展方式是我省农业发展的最大
制约，继续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是我省“三农”工作的重点
任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共
同繁荣是我省“三农”工作的根本目
标。

海南农业传统发展方式，已到非
“转”不可的关键时刻。

怎么“转”？对农业农村发展有着
深刻洞察、对农民始终怀揣殷殷关切
之情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脉开
方”——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作物
资源，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海南发展
热带特色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对全国“三农”情况了然于胸的
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点透海南将
热带特色农业打造成经济王牌的先
天优势。

“海南要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
品牌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做强做精做优热带特色农业，使热带
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
济的一张王牌。”习总书记对做好“三
农”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
新论断，成为指引海南“三农”工作的
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为新时期海南

“三农”工作定向导航。
以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根本遵

循，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
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业
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抓好农业种
养结构调整，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提
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做大做强热
带水果、花卉、冬季瓜菜、南药黎药和
特色养殖等优势品牌，推动农业向高
品质、高效益、高产量转型。大力培育
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改革和经营权流转，引导金融和社
会资本投向农业，积极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

在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期
间，省委更是将“如何深刻理解和贯彻
落实：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努力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取
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
伐，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作为
十大课题之一，凝聚大智慧，形成了一
批相对成熟的研讨成果，后续还将推
出一批重大改革发展新举措。

2017 年，省委、省政府联合出台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
的实施意见》，谋求在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上取得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
取得新成效，推动“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

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
会议上，刘赐贵在批示中强调，要以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的
重要讲话为指引，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做强做精做优热带特

色农业，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
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并以
此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扶贫开发脱贫
攻坚工作、推动农村“五网”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
今年 8 月 25 日到 26 日，在澄迈、

儋州调研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工作过
程中，刘赐贵先后来到以特色农产品
闻名的澄迈桥头镇沙土村、儋州大成
镇南吉村，走进田间地头林下剖析个
案，与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深入探讨

“地瓜经”“黄皮经”，总结增收致富经
验，分析发展的潜力和可能遇到的问
题。

“海南有优良的自然环境，丰富的
热带资源，形成了很多优良农业品种，
现在关键是要规模经营，打造品牌。”
刘赐贵在沙土村强调，当前调优农业
产业结构、促农增收脱贫的任务迫在
眉睫，我们一定要及早谋划，举一反
三，每一个地方、每个农业品种都要深
入研究分析自身的情况，拿出切实的
举措。他请大家在研究中深入思考7
个方面问题：特色优势是否充分发挥；
优质品种是否规模经营；农业科技含
量高不高；有没有形成绿色农业品牌；
村集体经济有没有壮大；精准扶贫的
措施是否落实；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作用有没有发挥。所有这些举措
的成效，最终都要在农民增收中体
现。要建立健全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连
接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优化升级的
红利，共享发展成果。

在以“大成黄皮”闻名的南吉村，
刘赐贵在枝繁叶茂的黄皮树下又召开
了一场“黄皮座谈会”，探讨通过黄皮
增收致富的门道。

“建议你们去澄迈沙土村学习学
习，他们把地瓜卖出了水果的价钱。”
刘赐贵强调，学习沙土村的经验，绝
不是都去种地瓜，也不是照搬地瓜
产业的模式，而是学习发展特色优质
农产品的好做法，从种苗、技术、分
级、加工、品牌、营销各环节入手，深
挖潜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
宜形成鲜明特色，以产业增效带动农
民增收。

今年 7月 19 日，沈晓明在六届省
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指出，海
南农业一直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
低效，农业种植养殖结构不合理，二是
低附加值，农业产业链条过短，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得不够。解决农业低附
加值问题，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一端
是利用好南繁育种基地，加强对外合
作，发展种苗农业，通过引进和自主培
育来提高附加值；另一端是推动农业
与二产、三产的融合，做好“接二连三”
文章。

思路决定出路。海南知行合一，
极力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

这些年，海南时刻铭记习总书记
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三农”
思想，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
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既抓战略、又
抓战术，既倒逼而“破”、又顺势而

“立”，做好“加减法”，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做强做精做
优热带特色农业，着力打造海南经济

“王牌”。
转方式，海南谋求从“量变”到“质

变”——
海南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

求变化，不仅满足国人对优质农产品
的需求，还满足其对农业观光休闲等
服务性需求，满足对青山绿水的生态
化绿色化需求。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
创新，持续推动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
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
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
需求转变。

在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荷兰
“智慧种植工厂”、新加坡“垂直旋转耕
种系统”等高效设施农业生产方式被
完美移植，其生产的小黄瓜、美月西
瓜、叶菜等有机农产品供不应求，亩产
效益近 30 万元，是传统农业的近 10
倍。在这间“植物工厂”，一亩地上所
创造的产值，相当于上百亩甘蔗地的
产值。这里已建成目前亚洲最大的
智能化薄膜果蔬工场，并于近日成为
海南首个获批创建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将获得中央财政一亿元奖补资
金。

在定安县龙湖镇，南科食用菌栽
培基地每天可产生近一吨的菌包废
料。为解决废料处理问题，基地和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态农业研究中

心合作研发出成熟的菌包废料堆肥
技术。

据统计，2016 年海南农药施用量
首次实现零增长，化肥施用量增幅同
比下降2个百分点，全省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从30%提高到42.5%。海南生
态循环农业开始崭露头角。

从数量型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
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资源消
耗型向生态循环转变——海南现代农
业之梦，从这里起航。

调结构，海南注重做好“加减法”
文章——

海南大力调精调优农业结构，调
减甘蔗、桉树等低效产业，增加热带特
色高效农产品有效供给。制定“十三
五”期间实现亩均纯收益低于 600 元
的产业、产品基本退出的目标。

针对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的几个
低效产业，争取 3-5年内确保甘蔗种
植基本退出。按照“合理布局、稳定产
能、适度改种、提升效益”的思路调整
橡胶产业结构，5年内建设400万亩高
标准核心胶园，并适度改种老残胶园
和发展林下经济提升效益。大力调减
普通水稻的种植面积，把优质稻、特种
水稻的比重扩大到70%以上。

除巩固提升冬季瓜菜、香蕉、芒
果、荔枝、槟榔、胡椒等多个高效大宗
产业外，海南还大力发展了莲雾、菠
萝、哈密瓜、圣女果、绿橙、蜜柚、火龙
果、雪茄烟叶等一批新兴特色产业，亩
均效益均超5000元。在园林方面，鼓
励发展热带花卉、桑树、木本油料等作
物，亩均效益均超过1万元。

在儋州市光村镇，这里的农民利
用与古巴相似的气候、温度及土壤的
自然优势，种植了 4000 多亩雪茄烟
叶，种植雪茄烟叶的收益，是农民以往
种植传统农作物收入的5倍以上，不少
农民还盖起了“雪茄楼”。

在澄迈，福山咖啡、桥头地瓜、富
硒福橙……这些在全国乃至国外市场
都响当当的生态农业品牌，都来自这
个“长寿之乡”。特别是桥头地瓜，得
益于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成功打
造，其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收入，以往几
毛钱一斤的地瓜，今天竟然卖出了26
元的高价，年产值达4.2 亿元，“土瓜”
犹如被施了魔法，变成了“金瓜”。

在琼海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除
却迷人的田园风光，那里的绿色食品
也备受游客青睐。“我们租地种植的40
亩九品香水莲花，从来不喷药、不撒杀
虫剂，都是人工除草、有机种植，曾有
韩国客人一下子买了 11 斤散装的干
莲花回去，每斤售价达 600 元。”龙寿
洋国家农业公园莲花驿站负责人王梦
夏说。

高亩产、高质量、高效益，确保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海南农业调结构之
旅渐入佳境。

促改革，海南着力向改革要动力
和活力——

今年6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围绕正确处
理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改革主线，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
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发挥“三
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
次分明、平等保护的格局，维护农民
集体、承包农户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
合法权益。

“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让农民的
土地承包权与土地实际经营权分开，
不进行土地经营的农民可以将经营权
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仍然拥有对土地
的承包权。“三权分置”使农民的土地
权利成为完整权利，可以促成农村土
地权利自由流转，激活农村土地的资
本潜能，扩大农民的融资渠道，增加
农民收入；有助于实现适度规模经
营，改变农村土地碎片化经营方式，
避免土地撂荒，使绿色集约型现代农
业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解放海南农
村生产力。

中国三大垦区之一，坐拥海南1/5
的土地、1/10的人口的海南农垦通过
新一轮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农场转企
改制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属地化基本完
成，农用地规范管理成效明显，“八八
战略”积极实施，农垦活力有效激发，
为全国农垦系统改革提供了经验。

农业农村改革足音响彻琼州大
地，进一步激活了农业农村内生发展
动力。

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组合
拳，打出了满堂彩，砌出了海南农业发
展新高度，有力推动了海南朝打造经
济“王牌”的目标铿锵迈进。

据统计，2013 年海南农业增加值
增长 6.3%，增速在全国排名第三位。
去年全省农业增加值达1000.18亿元，
增长 4.2%，增速继续排名全国前列。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70%。截至 2017年 6月底，
海南累计调减甘蔗种植面积 40.3 万
亩，发展水果、桑蚕、益智等替代产业；
划定 400 万亩核心胶园，发展林下经
济 226 万亩，有力提升了胶园综合效
益；推广优质水稻品种65万亩，占水稻
播种面积的比重提升了 14.8 个百分
点。仅在去年，农产品地理标志就完
成了三亚芒果、五指山红茶、琼中绿
橙、儋州雪茄叶、霸王岭山鸡、白莲鹅、
澄迈福橙7个区域公用品牌的获证登
记。

除了打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
组合拳，海南还将培育壮大新型经营
主体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打造海南热带特色农业“王牌”的
重中之重。

“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
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
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

“要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
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提高现代农业经营水
平和效率。”

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海
南打造热带特色农业“王牌”指明了出
路和方向。

“这些年，我们对合作社进行有针
对性的技术指导，农户加入合作社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合作社数量从4年前
的10个增加到目前的18个，带动的农
户数量从100多户增加到276户。”海
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莹说。

统一种苗、统一农资、统一技术、
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散种植，兰德
玫瑰产业园发展模式，是海南发展现
代高效农业的有益尝试。因为稳住农
村、安定农民、巩固农业，海南就下好
了先手棋，就做活了经济社会发展大
棋局的“眼”。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中，全省上下深刻领会、系统把握、全
面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
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使热带特
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
的一张“王牌”。

建设“五基地一区”
扛起国家战略海南担当

“要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
地，重点建设好‘五基地一区’，即
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天然橡
胶基地、南繁育制种基地、热带水
果和花卉基地、水产养殖与海洋
捕捞基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习近平

海南地处祖国最南端，是国家南
大门。身处重要区位节点上的海南，
头顶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博鳌亚洲
论坛永久举办地、国际旅游岛等许多
独特的亮丽名片，热带农产品主产区
亦是其中一张。

“要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重点建设好‘五基地一区’，即国家冬
季瓜菜生产基地、天然橡胶基地、南繁
育制种基地、热带水果和花卉基地、水
产养殖与海洋捕捞基地、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时
交予了海南一项沉甸甸的任务，这同
时也是一份光荣使命。

从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到南繁
育制种基地，从天然橡胶基地到热带
水果和花卉基地，从水产养殖与海洋
捕捞基地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在争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的征程
中，大特区义不容辞扛起了国家战略
的海南担当。

去年7月颁布的《中共海南省委关
于以创新为引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抓好常年蔬菜基
地和 300 万亩国家冬季瓜菜基地建
设，增强“菜篮子”供应能力；建设26.8

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推动种
子相关产业发展；建设国家热带水产
苗种繁育及供应基地，推动罗非鱼、对
虾等水产健康养殖和临高等地深水网
箱养殖业发展，提高水产品出岛出口
能力。

加快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全程
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加强标
准体系建设，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检
验检测体系。

调整专项资金，加快培育本土产
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奖励
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和
地理标志产品的经营主体。保护并
做强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和乐蟹

“海南四大名菜”和黑猪、白莲鹅等本
地特色畜禽品牌，大力发展绿橙、火
龙果、菠萝蜜、红毛丹等本地特色水
果品牌。

海南牢记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用创新实干书写了一段段精彩华
章——

这里已建成我国重要的冬季瓜菜
生产基地、热带水果和花卉基地——
330万吨冬季瓜菜、280万余吨热带水
果从海南的田间地头飞入国内外180
多个城市的餐桌上，销售金额达110多
亿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海南
瓜果蔬菜10公斤左右，海南成为国家
重要的冬季“菜篮子”和热带“果盘
子”。

这里是中国种业的“硅谷”——全
国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中，
70%均由南繁育种基地育制。

“南繁育制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
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
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
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琼州大地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坚决扛起国家战略的海南担当。

2015年 1月 20日，刘赐贵到三亚
考察调研南繁育种基地建设发展情
况。他表示，南繁育种在国家战略中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全力支持，做好
服务保障。支持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将海棠湾育种基地建设
好，进一步推动科研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使之成为新的科研与旅游胜地。

思想到位，行动对标。
海南专门划定了26.8万亩适宜南

繁科研育种的区域，划定为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用途管制。力争用5-10年
时间，把南繁基地打造成为服务全国
的用地稳定、运行顺畅、监管有力、服
务高效的科研育种平台。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
基地——琼安胶园，它打破了橡胶种
植禁区的国际神话。目前海南省橡胶
种植面积达780万亩左右，占全国种植
总面积 50%以上。其中，海南农垦的
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已达370.7万亩，年
产干胶23万吨，分别占全国橡胶种植
面积的40%和全国干胶产量的50%左
右，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资源控制
型企业。

这里有亚洲最大的深水网箱养殖
基地，一口就收获8万斤，堪称海南渔
民的“海上银行”！据统计，2016年海
南省深水网箱养殖产量约5万吨，比上
年增长约17%。按照计划，“十三五”
末海南深水网箱规模要达到 1.4 万口
（折算为 40 米周长型号），圈养水体
855 多万立方米，实现年总产量约 14
万吨，年产值约50亿元。

这里率先建成全国首个无规定动
物疫病区——海南无疫区的建成是海
南农业发展历史性突破。“无疫区”建
设之前，海南每年都要从省外调进近
百万头生猪和大量的畜禽肉品，如今
早已实现了畜禽出岛出口的历史性
突破。

攻坚克难者进，勇毅笃行者胜。
回眸历史，每一张特区名片的背

后，都蕴藏着深厚的发展潜力、孕育着
重要发展生机，都可以做出一篇大文
章、好文章。

岁月成诗，流年如画。大特区海
南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在同心共绘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的伟大征程中，海南对标习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不断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
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一幅“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的新画卷，正在海南绿水
青山间徐徐展开。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