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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乐东实现减贫 3330 户 14014
人，占年度任务的 103.8%；“脱贫摘帽”贫困村

5个。截至今年10月9日，落实整合扶贫资金

23252.81万元。2017年，乐东对8个贫困

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拟定2017年度减贫计

划为贫困人口16613人脱贫

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乐东：沧桑巨变 黎乡新颜

■ 本报记者 袁宇

走进乐东佛罗镇丹村，一栋栋别
墅式的楼房拔地而起，12公里长的水
泥硬化村道纵横交错，6公里长的绿
化带翠意盎然。在村委会的文化室，
诗词歌赋、黎锦、书画、剪纸传递着浓
厚的文化气息。从恢复高考至今，丹
村已经走出700余名大学生。

“丹村之变，始于党建。”丹村党支
部书记谢上强透露，丹村曾是远近闻
名的“问题村”，治安差、卫生脏、作风
乱，“村干部不管事，党组织软弱涣散，
整个村子如一团散沙。”

2012年，乐东大力整顿干部作风，
在全县发起了卫生整治、殡葬改革、治安
整治行动。丹村蝶变，也由此展开。一
年多来，丹村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为契机，党员干部与群众齐动手，清洁
家园环境，融洽了干群关系，重塑了党员
形象，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丹
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美丽乡村”

“中国传统村落”“海南十大最美乡村”。
乐东近年来的实践不断证明，

强化党建是助推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的奠基石。

通过强党建，转作风，党员干部带
头推动，重点项目拆迁屡次刷新“乐东
速度”；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层层推动

环境整治，曾经垃圾遍地的乐东蝶变
为“国家卫生县城”，处处如画似景；

“两抢一盗”发案率直线下降，治安好
转率全省第一。

吴川祝表示，30年的艰苦奋斗、
30年的辉煌历程、30年的继往开来，
已为乐东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乐东将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省第
七次党代会及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
会精神，以乐东黎族自治县成立30周
年为新的起点，扬帆新征程。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乐东
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王牌”，以巩固国家卫生县城成果、
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和省级园林县城
为主抓手，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
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在建设美好
新乐东、推动大数据升级智慧城市管
理等方面狠下功夫，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乐东。

扬帆新征程，乐东将坚持按照省
委提出的“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带头，
省直机关带头，在全省广泛深入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的要求，在城市、村镇、
机关、校园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由
县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县直机关带头
创建文明单位，军民共建共创，形成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乐东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作决策、办事情要自觉从人民利
益出发，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为标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切合乐东
实际做好规划，决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
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立之年
的乐东必将勇扛重担，谱写出各族人
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本报抱由12月26日电）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
镇的乐祥路，是乐东县城
最繁华的路段之一。

每当入夜，欧式路灯
将乐祥路点缀成一片灯
海，淡黄色的光晕照亮整
洁的街道，人来人往，车水
马龙，宛如画中世界。

“相比 30年前，现在
的乐东变化太大。”今年68
岁的陈保还记得自己第一
次到乐东时，县城只有一
条像样的街道，两旁的民
居大多破旧不堪，“更不用
提乡镇和农村的破落，在
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现如今
的繁华。”

乐东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早在二千多年前，
黎族先民就在这块肥沃的
土地上劳作。1948 年 6
月，乐东县全境解放，建立
县人民政府，县城设在抱
由镇（今址），隶属琼崖特
委管辖。1988年4月，乐
东县更名为乐东黎族自治
县，掀开了乐东历史的崭
新一页。

春华秋实，岁月如
歌。转眼之间，乐东黎族
自治县迎来了自己的 30
周岁生日。回眸过去这30
年，乐东的变化实实在在，
泥土路穿上“水泥衣”，乡
村盖起了小洋楼，发展的
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乐东人
的笑容之中。

数据显示，乐东2017
年预计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7年增长39.4倍，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比 1987年
增长45.7倍，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比 1987年增长
196.6倍。

“这30年间，乐东的变化是翻天
覆地的。”漫步昌化江畔，乐东抱由镇
居民饶思感慨地说，30年间，乐东向
着“绿富美”步步前行，生态越来越好，
百姓越来越富，城市越来越美。随着
县城人气越来越旺，饶思在县城商业
街开起小店，又购置小汽车，装修楼
房，一家人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生活”。

过去这30年，乐东坚持“保生态、
打基础、调结构、惠民生、促发展”和

“山海互动”发展思路，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乐东山
区、沿海两大区域科学化、差异化产业
发展链条基本形成，农业现代化、旅游
产业化、城镇一体化“三化”工程深度
融合、联动发展的经济体系已现雏形。

特色农业硕果累累，乐东先后培
育出哈密瓜、香蕉、菠萝、火龙果等一
批知名农产品品牌，先后获评国家第
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香蕉标
准化生产示范区、中国果菜无公害十
强县等荣誉。

全域旅游遍地开花，乐东启动全
县11镇墟的城市化和旅游化改造，对
城乡接合部交通要道、周边村庄等进
行旅游化改造，建设5大通海工程、3
条旅游公路等交通干线，交通基础设
施大为改善，更快融入“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

过去这30年，乐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仅“十二五”期间民
生投入累计就达113亿元，乐东人民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在教育上，乐东年年加大教育投

资，全力推进“全面改薄”工程，扎实推
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自2008
年至 2017年，乐东教育总投入75.8
亿元，建成标准化学校127所，实现义
务教育巩固率95%以上。

在社会保障上，乐东新农合参合
率超过95%，年补助标准提高到470
元/人，实现医改要求 95%以上目
标。建成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城乡
低保做到应保尽保，进一步提高低保
补助标准，成为全省低保补助标准较
高市县之一。

在医疗上，乐东加快推进县第
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县中医院迁
建项目如期开工，完成 178 家标准
化村级卫生室建设，实现标准化村
卫生室覆盖率 100%。优化整合医
疗资源，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
过去这30年，也是乐东精神文明

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30年。
“今年6月，我们乐东正式挂牌

‘国家卫生县城’，这是每个人的荣
誉。”看着家门前的街道上有人扔下包
装纸，黄流镇居民刘海忙拿出扫帚与
簸箕，轻轻扫走，“以前街上不干净，有
垃圾我们也不在乎。现在不同了，街
道干净了，看到一点垃圾都觉得刺
眼。”

乐东县城的商户们感受也很
深。“环境更好了，客流量明显有上
升。”林珠萍在步行街拥有一家冷饮
店。作为店主，林珠萍也会拿起扫
帚，仔细打扫地面，“整条步行街的干
净与卫生，都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和
自觉维护。”

“感谢党和政府的帮扶，才让我的
生活慢慢好起来了。”乐东大安镇只朝
村脱贫户刘雄英曾是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过去生活压力特别大，现在3个
儿子都有了工作，家里养着黑猪，村里
有养鸡场，我们贫困户还入了股，生活
再也不愁了。”

刘雄英这样的脱贫故事，正在乐
东一个个贫困户家里上演。“2016年
乐东实现减贫3330户 14014人，占
年度任务的103.8%。截至今年9月
30日，乐东已实现减贫1039户4477
人，占年度任务的29.33%，统筹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支出进度全省排名第
一。”乐东县委常委陈建任说。

透过数据不难看出，乐东贫困人
口基数大，精准扶贫工作艰巨。如何
让乐东54万名群众同奔小康，引发了
乐东决策层的深入思考。

“除了定点帮扶，乐东还实施产

业入股的政策，让贫困户能长期获
利。”乐东县委书记吴川祝说，产业
扶贫，是乐东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
重点方面。

乐东产业扶贫主抓种植业、养殖
业与旅游业三个方面。乐东大安镇镇
级扶贫养羊合作社黑山羊养殖项目便
是养殖产业中的一个。

“项目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每名贫困户以2只羊的形式入
股合作社。”该项目理事长卢新荣说，
合作社的黑山羊养殖项目总投资为
339万元左右，最终将盈利分为207
股，按每户1股分给贫困户。

“在政府牵头下，公司派人来指
导，镇政府也派人进城培训，一月一次
培训，边学边干。”卢新荣说，黑山羊养
殖项目预计将带动后物村及周边村贫
困户共207户766人脱贫，“人均增收
4500元以上。”

考虑到贫困群众文化水平不高，
乐东还专门邀请懂当地语言的专家，
分享种养产业中的相关经验，讲解相
关的疑难杂症，尽可能地实现培训效
果最大化。

如果说强有力的产业扶贫，激
活了贫困户的致富心，那么乐东每
年固定组织的扶贫专场招聘会，则
为贫困群众打开另一扇通往小康
的大门。

“本来只想随便找份工作，没想到
合适的岗位这么多，工资还有三千
多。”乐东万冲镇居民符才顺高兴地
说，自己便是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上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从此不再担心
没有稳定收入。

乐东县长李永群透露，为了进一
步帮助贫困群众就业，乐东通过建立
培训求职人员信息库，面向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的学员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

班，并将培训招聘捆绑式举办，即在组
织培训班期间举行招聘会，组织与培
训项目相适应的岗位进场招聘，实现
培训招聘的无缝对接，帮助贫困群众
实现就业。

鉴于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常生变
动，了解贫困户的最新动态也十分重
要。为此，乐东建立了扶贫“大走访”
制度，全面细致查阅扶贫手册，做到一
村一村过、一册一册过，通过贫困户资
料收集常态化，明确精准扶贫靶向，并
完善全县扶贫信息系统，为脱贫攻坚
打下坚实的基础。

回眸过去的 30 年，乐东各族
人民拧成一股绳，同洒汗水同使
劲，构建起保障有力、措施精准、全
民参与的脱贫攻坚新格局，成功摘
下国家级贫困县帽子，未来还将同
奔小康共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协调发展 城乡巨变

精准扶贫 同奔小康

抓好党建 引领发展

数说乐东

国民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长39.4倍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1987年增长45.7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87年增长196.6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87年增长22.3倍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04年增长4.4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87年增长26.2倍

2008年至2017年，乐东共有72个招商项目

2008年至2017年，乐东教育总投入75.8亿元

2016年，乐东参加新农合人

数达到 37.7 万人，参合率达

95.19%，共补偿参合农民 68.7
万人次，共报销补偿 1.72亿元，实现医改要求

95%以上目标

2008年至 2017 年，乐
东完成全县县道、乡（村）道

420 条，总里程 1090.42
公里的硬化和危桥改造

2017年预计

经济

招商

实现了总协议投资额

1045.701亿元

教育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以上

现有标准化学校

127 所，县级规范化

学校116所，省级规范

化学校10所，省一级

学校1所
其中

适龄儿童
入学率为

99.94%

初中阶段
在校生
年辍学率

控制在2%以下

医疗

交通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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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佛罗镇利用福塘、青山等村的大棚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优势，引导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进行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脱贫。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林东 摄

12月26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举
办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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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国权 摄

通讯员 罗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