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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以前，去一趟昌江黎族自治县王
下乡浪论村算不上是件容易的事情，
顺着蜿蜒山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让
不少游客望而却步。

“现在进村可比以前容易多啦！”
开车行驶在山路上，王下乡政府工作
人员黎增山挺享受这个过程，沿途山
水风光旖旎，在别处难得一见。

在经历过去年台风“电母”的肆虐
之后，王下乡开启更新乡村道路的步
伐。如今，全长200多米的明旺桥已
经建成通车，路变宽了变好了，这不仅
改善了村民们的出行条件，外地游客
途经此地前往风景秀美的南尧河也方
便了许多。

改善的不仅是交通条件。2015
年，为改善浪论村村民的生活条
件，推进脱贫攻坚，昌江启动了浪
论村整村推进项目，采取政府出一
点、企业出一点、村民筹一点的方
式，为全村64户村民盖上了崭新的
平顶房，村民从此告别了过去艰苦
的山村生活。

2016年1月8日迁入新居的那一
刻让村民刘桂芳至今难以忘怀：“早些

年都住茅草房，村里养的鸡和猪到处
跑，环境差得很。”但如今再看浪论村，
宽阔的村道交错，一栋栋现代化住房，
点缀在苍翠远山和涓涓细流之间，真
有一派世外桃源的味道。

路网在铺开，光网也在悄悄铺进
这个小山村。“现在4G信号很稳定
哩，要是在以前啊，打个电话都听不清
楚。”大炎村党支部书记张文东笑道，

光网铺进山村，村民还学会在网上购
物，除了日常用品，连电视冰箱都是网
上购买。

不仅是买货进村，借助稳定的网
络，越来越多的浪论村村民把自养自
种的本地农产品放到了网上销售实现
增收。“浪论村还出产口碑极好的‘王
下蜜’，现在在网上都卖断货啦！”黎增
山说，村民们用心经营的微店，既推广

了山里的农货，也向外推介着浪论村
的好风光。

村子有了新变化，生活也有了
新盼头。张文东说，随着进入王下
乡的交通条件逐步改善，发展旅游
业提上日程。南尧河畔十里画廊，
让不少前来徒步的游客感慨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还有传说颇多的皇帝
洞，也吸引着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而这些在海南难以看见的山水风
光，如今已是浪论村发展的优势资
源。

“未来我们还要引导村民们开设
民宿，听黎家山歌、吃黎族美食、喝山
兰玉液，让大家感受真正的深山桃
源。”在张文东的头脑里，浪论村的旅
游规划已有了雏形。

（本报石碌12月6日电）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昌江浪论村路通网通，将借力优势资源发展旅游

大山深处小村大变样

■ 本报记者 贾磊

沿着整洁的村道走进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三道镇什进村，一排排黎族
风情的乡间别墅映入记者眼帘，这些
坐落在槟榔林里的乡间别墅，对于村
民来说，既是自己的美丽家园，也是吃
上“旅游饭”的本钱。

从茅草房到小别墅，什进村今天的
巨变，离不开合作企业和政府的帮助，如
今的变化是村民董开精做梦都不敢想的
事情。“那时候70平方米的家里，唯一贵
重的物品就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而现在
住上了2层一共320平方米的楼房，还
添置了34吋的液晶大电视。”

“2009年以前，村里年人均收入
2000多元左右，而如今村里年人均收入
已超万元，今非昔比啊，这些成就多亏
了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三道镇
什进村小组长董远向记者介绍道。

生活的变化得益于收入的增加，
如今该村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
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功能围绕旅
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什进村向着

“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
点、人人是导游”的目标努力。

得益于企业进驻，经过精心打造
和规划的什进村，变成了布隆赛乡村
旅游度假区。

“我们起初通过大区小镇模式对
什进村进行改造，通过打造秀美乡村
的创新实践，建设不同风格的乡村文
化旅游度假群落，构成多功能、配套设
施齐全的风情小镇。这种模式打破了
传统旅游开发‘景区一片繁荣、周边依

旧贫穷’的局面，颠覆了一次性补偿、
搬迁安置的普遍做法。将旅游结合农
业，把景区产业化，把村民员工化，确
保村民天天有收入、月月有工资、季季
有收成、年年有分红。”布隆赛乡村旅
游度假区开发商海南三道湾大区小镇
旅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总面积587亩的度假区
既是景区也是村庄，包含了50多栋

62间黎族特色酒店客房，特色田园采
摘园、栈道餐厅、农事体验区等区域。
度假区共解决什进村及周边59名劳
动力就业，部分村民将家中住房改造
成特色民居作为黎族民宿，住宿及餐
饮月收入超万元。

美丽乡村，规划先行。为进一步
推动保亭美丽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高

端乡村旅游产品，保亭已编制完成《保
亭县美丽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
制水尾村、大田村、什治村、南新村等
一批试点美丽乡村的规划设计工作，
正在着手编制南好村、什慢村等村庄
的规划设计工作，按照“规划引领、示
范带动、全面推进、配套建设、突出特
色、持续提升”的要求，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本报保城12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 王海洪

“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村修了环村
路，进行了田洋大整治，家家户户用上
了自来水……”12月6日上午，临高
县博厚镇加六村道德老村村民小组，
村民冯小胜一边喂着橡胶林下的鸡
群，一边向记者细数村庄近年发生的
变化。

红旗飘扬，绿树成荫。道德老村
村民休闲活动广场上，“生态家园、幸
福村居”8个大字引人注目。封存于
石板上的一组村庄改造前后的对比照
片，记录着这个百年老村旧貌换新颜
的“蜕变”之路。

道德老村村民小组是加六村的7
个自然村之一，全村 38户人口 178
人。由于农田干旱缺水、产业结构单
一等原因，这个革命老区村一度戴上
了贫困村的“帽子”。

2014年以来，在省委宣传部和临
高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道德老
村全面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发展林下
养鸡、种桑养蚕等特色产业，倡导文明
新风，一个宜居、富裕、文明的美丽乡
村初现。

“以前村民住在瓦房、土坯房里，
散养的家畜家禽到处乱跑，村子里污

水横流。”74岁的老人冯国宝是道德
老村美丽“蝶变”的见证者。冯国宝告
诉记者，3年前，该村启动整村改造，
推倒全村的危旧房，成排成行盖起了
38栋楼房，家家户户喜迁新居。随
后，全村硬化4公里村道，配套建设雨
污分流管网，栽种了绿化树，安装了路
灯，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村庄变美了，抓好环境卫生的日
常管理，成了关键。2015年，村民们

开大会讨论通过村规民约，立下了卫
生“门前三包”和猪圈、粪便、柴草、禽
畜“四进院”等20多条规矩。村干部
定期组织卫生大扫除，在村广播里对

“后进户”进行通报批评。
“以前刚搬入新房的时候，村民还

有一些陋习，现在大家越来越文明
了。”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村保洁员
冯加东家，只见客厅的地板打扫得干
干净净，门口摆放着拖鞋。他高兴地

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公布了村规民约，
地面上的垃圾越来越少了。

道德老村的30亩林下生态养鸡示
范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我养的500
只母鸡过几天就要开始卖了，春节前还
要再卖500只，预计今年养鸡能有4万
多元的收入。”冯小胜一年前还是贫困
户，如今已经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水稻、甘蔗、橡胶是村民的传统收
入来源。2015年，在省委宣传部的支

持下，村里12户农户成立临高县道德
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村庄一侧的胶林下
用隔离网围出一片区域，集中发展养鸡
产业，粪便回收用于培肥农田。通过养
鸡，农户平均每年可以增收3万元左右。

告别散养散种的老路，走集中规
模化种养殖的新路。近两年来，道德
老村养鸡、种桑养蚕、养鹅等特色产业
蓬勃发展，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
来。 （本报临城12月6日电）

临高道德老村提升基础设施，发展林下养鸡、种桑养蚕等特色产业

百年老村旧貌换新颜

保亭什进村依托大区小镇思路打造秀美乡村

农旅结合村庄变景区

品牌年度人物峰会
19日海口举行
将举办10余项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记者杨艺华）记者
从日前召开的2017品牌年度人物峰会新闻发布
会获悉，2017品牌年度人物峰会将于12月19日
至21日在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举办
颁奖盛典、品牌与投资座谈会、海南城市与品牌
专场推介等10余项主题活动。其中，同期举行
的平行论坛数量将达到21场，总参会人数将达
到3500人。

据了解，品牌年度人物峰会迄今已举办11
届，旨在发现、推介年度品牌人物，彰显榜样的力
量，是国内颇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年末品牌盛宴，
已成为年末最值得期待的人物颁奖盛典。作为我
省今年重点引进的品牌会展项目，品牌年度人物
峰会将在海南连续举办5届。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目前正着力
提升经济文化号召力和品牌吸引力，增强会展业、
旅游业服务水平与品牌竞争力，希望通过品牌年
度人物峰会的举办，以此整合品牌联盟多年积攒
的技术与资源能力，推动海南区域品牌建设与企
业品牌建设的整体发展。

海南会展斩获两项
中国会议产业大奖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杨艺华 郭萃）
第十届中国会议产业大会于12月4日至6日在北
京举办，海南会展业斩获两项大奖：海口荣获

“MICE STARS·会奖之星—2017中国最佳会奖
营销目的地”、海南首个会展集团公司——智海王
潮荣获“MICE STARS·会奖之星—2017中国最
佳会议服务公司”奖项。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三届全国
DMC（会议目的地会展公司）大会由智海王潮传
播集团与中国会议产业大会（CMIC）联合主办。
大会聚焦会议产业链变革、会议目的地行业组织、
会展城市营销、会议目的地的资源整合等会展行
业热点问题。

据悉，此次大会在业务对接、信息交流、资源
共享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来自全国的30余位“大
咖”以主题演讲、产业沙龙、圆桌论坛等形式，探讨
了新形势下中国会奖业的变革之路。沙龙论坛环
节，嘉宾还共同讨论了“如何整合政府、协会、
DMC力量做好会议目的地营销”“会议目的地营
销新模式”等议题。

海口市会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
海南、海口会展业围绕“三年成形，五年成势”
的目标，加快推动特色化、品牌化、国际化发
展，会展产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和效益
不断提升。海口、智海王潮获会议行业殊荣，体
现了在科学规划、政策有效推进下，海南、海口
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益受到全国会展
业的重视，海口会展的特色优势、品牌影响力在
不断提升。

文昌罗豆农场
进行属地化改革
举行设居挂牌仪式

本报文城12月6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今天上午，海南琼北大草原发展集团公
司与设居挂牌仪式在文昌罗豆农场举行，此举标
志着罗豆农场社会职能属地方化管理改革组建公
司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据了解，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罗豆农
场体制改革各项工作，近几个月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成立海南琼北大草原投资
控股（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文昌市锦山镇
罗豆居，集团公司下设草业畜牧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旅游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琼北大草原建设是以牧草种植为基础，大力
发展牧草种植；以畜牧产业为核心，集约集群发
展畜牧养殖加工；以产业发展托起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形成一个一、二、三产业联
动发展的“畜牧游”产业集群，打造成集牧草种
植、畜牧养殖及加工、观光体验、休闲度假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建设美好新海南
三亚志愿者协会成立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徐慧玲）12月5
日是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建设美好新海南三亚
志愿者协会当天正式成立。该协会目前有6支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成员来自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高校等，他们将借助协会平台的力量，关注三
亚的生态和文明，开展三亚河“母亲河”的志愿守
护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贡
献智慧和力量。

当天，三亚数百名志愿者在该市河东路、白鹭
公园开展“便民一条街”活动，现场提供义诊、义务
理发、按摩、环保宣传、应急救援、行业咨询等便民
服务，给市民游客带来了浓浓暖意。

近年来，三亚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生态
环保、阳光助残、抗风救灾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掀起了“人人参与志愿服务·人人享受志愿服
务”的暖潮，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们已成为鹿城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什进村美丽村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临高县博厚镇道德老村绿树成荫、美丽的民居错落有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浪论村整齐划一的房子。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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