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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苏庆明

2月1日，晚风轻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美
丽的陵河缓缓流淌，倒映着璀璨灯光。陵河两岸，高
楼鳞次栉比，宽敞的道路车水马龙，市民广场一片欢
腾……

“30年前，我还住着瓦房，走着泥路，现在住着楼
房，走的是柏油路。陵水越来越像个大城市了。”陵水
居民胡发东颇为感慨。

30年，只是时空长河的一瞬，但对陵水而言，与年
轻的海南省一块成长的历程，满是奋斗的足迹，有艰
辛更有辉煌。

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陵水黎族自治县，从此
陵水踏上了民族自治的崭新征程。30年来，这个诞生

过海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恰好处于海南气候南
北分界线（分界洲岛）以南的地方，伴随着海南特区的
政策利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开发的火热，经济
迅速起步。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光辉，陵水历届县
委、县政府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紧密
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奋勇拼搏、砥砺
前行，谱写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文明进步、民族团结
和睦、生态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辉煌篇章。

上世纪九十年代，陵水的房地产开发主要集中在
香水湾、清水湾、土福湾等沿海一线，但是存在土地出
让价格过低、多次被转手、权属不清、基础设施配套薄
弱等问题。彼时，仅30万人口的陵水，竟有近万人

“吃皇粮”。种种因素聚合，使这个拥有优势资源的县

城，在2003年戴上“国定贫困县”的帽子。
2005年，痛定思痛的陵水决定，要引进有实力的

开发商，高水平开发建设。随后，陵水规划进行香水
湾、清水湾、土福湾“三湾整合”，打造“珍珠海岸”。
2006年，陵水与雅居乐签订成片开发清水湾协议。

“三湾”高水平整体规划开发序幕由此掀开。在其带
动下，陵水财政实力迅速增强。2007年地方一般预
算财政收入首次破亿元，2008年突破2亿元，2009年
达3.3亿元，陵水城乡建设和民生事业有了更多支撑。

2011年，陵水终于摘掉“国定贫困县”帽子。“三
湾崛起，撑起了日后陵水的高速发展。”陵水史志办主
任陈文萍介绍。

2009年，陵水光坡镇武山村村民杨富辉第一次进
行农信社小额贷款，为的是种9亩圣女果。有了政府对

圣女果产业的重视和引导，杨富辉放手去干。2011年，
尝到了圣女果种植甜头的他建起了小楼，住上了新房。

后来，许多武山村村民和杨富辉一样，贷款种植
圣女果，武山村圣女果种植面积从2012年的6000亩
增至如今的1万亩。去年，杨富辉圣女果种植面积达
20亩，年收益超过30万元。如今，圣女果产业成了光
坡镇的“黄金产业”，武山村内冷库、收购站林立，村民
盖起栋栋“圣女果楼”。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小小的圣女果
成为陵水的招牌产业，甚至获评国家地理标识产品，
全县圣女果种植面积达7万亩，年产值近20亿元。

2010年，海南启动国际旅游岛建设。跟随全省
步伐，陵水把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启动新一
段征程。分界洲岛、清水湾、椰田古寨分别评上5A、

4A、3A景区，全县游客接待量在2016、2017年分别
突破300万、400万大关。在清水湾等三湾，高端楼
盘、酒店密布，房地产与旅游结合得更加紧密，清水湾
内还有亚洲最大的游艇码头，清水湾每年春节能迎来
逾10万人次游客。

坡村位于文罗镇东北部，距镇区6公里。坡村是
一个生态黎村，也是琼崖最早准备建立的红色革命根
据地，还是中共陵水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士的故乡，
然而，这个坐拥丰厚革命文化资源与优越自然条件的
黎乡，却因缺乏宣传而鲜为人知。近年来，坡村借红
色资源打造旅游乡村，村民纷纷吃上“旅游饭”。

过去两年，陵水结合“百镇千村”等工程，大力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截至目前，完成减贫3.1万人。

陵水勇于改革奋进。试水农村淘宝、创立县域互

联网创业园、自然村光网全覆盖、推进光伏扶贫……
近3年来，陵水创下多项全省第一。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完成管理体制调整、建设全面提速，陵水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一院一谷一中心”、富力海洋欢乐世
界、中电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为陵水发
展铆足了劲。

30载砥砺奋进，陵水硕果累累。2017年，全县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49.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45.7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12185元，增速飞快。

不息的陵河，挺拔的吊罗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
富饶美丽的土地。而立之年的陵水，将继续实施“生
态立县、创新兴县、智慧强县”三大战略，在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宏伟蓝图下，继续书写奋斗新章。

（本报椰林2月1日电）

海南即将走过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的历程，30年筚路蓝缕，30年春华秋
实。建省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与海南共
成长，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和历史起点。

过去的一年，陵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达149.4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位列
全省第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7亿
元，同比增长19.3%，总量继续位居全省
第三。抓党建促脱贫、“三医联动”改革、
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得到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先后荣获全国森林旅
游示范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最美
中国·目的地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麦正华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忘初心，推动
陵水新一轮发展，继续打造陵水人民的幸
福家园。”麦正华介绍，新的一年，陵水将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培育
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对照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蓝图，着力
做大做强六大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做大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加快打造一批高层次特色化
现代农业基地，推进“共享农庄”建设。二
是做强文化旅游服务业，加快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全域旅游建设，确保
通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三是
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产业，加快“一院一
谷一中心”项目建设。依托清水湾国际信
息产业园，鼓励和吸引国内外知名信息技
术企业落户园区。大力支持中电科海洋
信息产业基地建设。四是培育发展医疗
健康产业，加快推进高峰温泉旅游度假
区、南平医疗养生产业园等项目建设。五
是发展优质高端房地产业。严格落实限
购决策部署，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六
是积极发展海洋产业，以国家级海洋经济
示范区申报成功为契机，积极争取中央和
省级扶持，引进相关涉海企业到我县投资
兴业。

此外，陵水将全面提速先行试验区建
设，完成海风小镇等在建项目建设；开启

“走出去”“引进来”双引擎，争取“琼港澳
服务业合作示范区”落户陵水；积极融入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本报椰林2月1日电）

2017年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7.8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投资任务

珍珠海岸跃步腾飞写新篇
近年来，陵水加大城乡建设步伐，加

快推进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同时，陵水
还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美丽乡村建设管理
办公室。按照省政府有关部署，2016 年
至 2019 年陵水有 37 个美丽乡村建设任
务。2018年，陵水计划打造3个至5个五
星级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

陵水圣女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在 2015 年、2016 年冬交会期间获得

“十大最受欢迎农产品”冠军，2017 年获
评海南农产品十佳区域公共品牌。

近年来，陵水加强圣女果农业品牌
培育，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进行管
理和生产，积极推进GAP标准化种植，进
一步提升陵水圣女果的品牌声誉。目前
陵水圣女果全县种植达7万多亩，年产值
20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一大产业。

陵水圣女果

新村潟湖和黎安潟湖是陵水优质的
旅游资源之一，但由于新村镇和黎安镇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镇区排水系统不完
善，居民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等，导致水质
不断恶化，生态景观遭到破坏。2016年，
陵水开展“两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并获得了 3 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的支
持，当地财政也投入10亿元进行整治，将

“两湖”及周边环境打造成为环境优美、
经济发展、人海和谐、生态一流的海洋经
济全域旅游区。

“两湖”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

实施“生态立县、创新兴县、智慧强
县”三大战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努力将陵水建成贯彻落实

“五大发展理念”的全国示范县。

近年来，陵水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
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精准脱贫工程、平
安幸福陵水建设工程。

推进四大工程

努力打造先行试验区、清水湾旅游
度假区、清水湾信息产业园、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高峰温泉旅游度假区等五大产
业发展平台，着力提高陵水的项目承载
和产业聚集能力。

培育五大载体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是海南
省政府 2011 年设立的省级行政直辖区。
2015年，试验区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试验区
党工委、管委会与陵水县委、县政府合署办
公。进一步理顺机制后的试验区与陵水政
府配合发力，富力海洋欢乐世界、海风小镇
等重点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总体规划修
编、精准招商等工作多管齐下，试验区各项
工作正有序推进，将成为陵水新兴产业发
展的重镇。

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

陵水篇陵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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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代表，陵水文罗镇五星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她带领广大群众大力发
展经济产业，不断探寻发展之路，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公司”的模式，带领五星村村民走上致
富路。十九大胜利闭幕后，黄丽萍不仅用黎语向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还用实际行动将十九大
精神和惠农政策送到村民身边。目前，黄丽萍利用电商渠道，将五星村的豪猪、黎锦等产品卖
上网，带领更多的贫困户和村民致富。

黄丽萍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
秀党员干警。自1985年进入陵水法院工作以来，纪明杰走遍11个乡镇116个村，到当事人家中
做过近2000次调解工作，共办结各类民商事案件4000多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矛盾激
化、无一上访。“有麻烦找老纪”是当地老百姓对他20多年扎根基层、司法为民的最高褒奖。

纪明杰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武部政委。任现职以来，邢锦程团结带领党委“一班人”努力践行强军
目标，在全省率先组建常态化民兵应急分队和海上民兵分队，率先建设民兵海防哨所，率先举
办民兵军事技能比武和“千人百车”防风防汛演练，数十项工作做法在全省人武系统推广。在
他的带领下，该部创造了全省第一个举办民兵大比武等“七个第一”，成为海南民兵建设的样
板。他2017年11月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邢锦程

诗人，陵水文艺界代表人物。于2015年入选《诗刊》第31届“青春诗会”，曾参加“两岸诗
会”、全国“80后”青年诗人论坛等诗歌盛会，出版个人诗集和小说集。在陵水打造“诗意陵水”
城市品牌中，李其文是重要角色。在他的推动下，陵水成立了陵河诗社、陵水复合艺术馆，成为
陵水青年文艺创作的重要基地；策划出版陵水诗人创作集《出生地：陵水诗歌选》，推动陵水复
合艺术馆开展“为人民读诗”活动。

李其文

一把手 水水陵陵 实施三大战略
继
往开

来

经济发展亮点：

旅游总收入29.9亿元，增长40.2%

仅一年时间，建成农村淘宝服务站100个

2016、2017年，陵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连续两年 保持海南第一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74亿元，同比增长19.3%

预计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4.7亿元，同比增长15.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718元，同比增长8.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13元，同比增长10.6%

2016-2017年，实现减贫7566户31276人

2016年、2017年

陵水接待游客总数连续突破

2017年接待游客总数

过夜游客人数224万人次，增长27.8%

2015年末陵水试点农村淘宝，至2016年末

三项数据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麦正华：

不忘初心，推动陵水
新一轮发展

访谈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游客在陵水凤凰农庄采摘圣女果。圣女果采摘季活动已成
为陵水旅游新名片。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游客在坡村革命微场景合影。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俯瞰清水湾游艇码头俯瞰清水湾游艇码头。。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通讯员通讯员 陈思国陈思国 摄摄

分界洲岛旅游区是中国首家海岛型国家5A级景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34元

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10元

2007年全县生产总值250538万元

2017年全县生产总值1493962万元

2017年旅游总收入298800万元

2007年旅游总收入13500万元

2007年接待游客252万人次

2017年接待游客440万人次

生态立县 创新兴县 智慧强县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苏庆明 整理）

300万

400万
大关

增长27.8%
万人次440

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贫困村覆盖率达100%

连续7年保持全省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