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脱贫攻坚

2016年以来，万宁累计投入
资金4.59亿元，落实产业扶贫等
14 项精准扶贫措施，抽调 1200
多名党员干部深入贫困户开展
定人定点定时帮扶，通过星期六
扶贫工作日、扶贫专干、扶贫电
视夜校等形式，累计实现减贫
6056户25918人，连续两年超额
完成省下达的减贫工作任务，北
大镇六角岭村等10个村实现整
村 脱 贫 ，全 市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6.98%下降到2.26%。

2、教育均衡

以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化发展为契机，增加投资 2.7 亿
元推进124所248个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化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全
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
学校特色打造、内涵发展水平显
著提高，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市”省验收和国家认
定，全市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北
师大万宁附中中高考成绩再创
佳绩并获评“省一级（甲等）学
校”；市特殊教育学校、市第三小
学、兴隆中心幼儿园建成招生入
学；新增民办幼儿园33所；加强
师资队伍管理，面向全国招聘各
类教师60名，学校、校长和教育
管理改革制度有效创新推进，群
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3、美丽乡村

扎实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28个美丽乡村动工建
设，长丰文通村入选首批全国农
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后安
镇六底村获评“2017年全国第五
届文明村镇”，山根镇大石岭村
等 6 个乡村入选海南美丽乡村
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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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万万继
往开

来 绿色经济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破浪前行海天阔宁宁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卓琳植

距离2018年春节还有一个多
星期，万宁市山根镇多扶村郁郁葱
葱的槟榔林间不时传来阵阵鞭炮
声，弥漫的烟火味让人提前感受到
了过年的喜庆。“30年的发展好不
好，就看老百姓的生活美不美！”55
岁的村民蔡先达高兴地告诉记者，
去年万宁槟榔加工户和种植户的
收入都增加了好几倍。

30年，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
较长的一段时间，但对一座城市
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过去的30年，万宁实现撤县
设市，社会经济发展从依靠投资
拉动，到逐渐培育出内生动力，一
路爬坡过坎，奋勇前行。

2017年，万宁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03.9亿元，同比增长7.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24亿
元，同比增长11.2%；固定资产投
资152.81亿元，同比增长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4亿元，
同比增长12.1%；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9862元，同比增
长8.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13692 元 ，同 比 增 长
9.1%；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达到
或超过预期。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说，新
时代，万宁将继续同全省人民一
道，不负时代所赋、不负群众所
盼、不负使命担当，统筹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
各方面工作，尤其要树立槟榔、咖
啡等特色产业王牌，加快日月湾
冲浪小镇、龙滚侨乡小镇及美丽
乡村建设，力争打造“滨海花园城
市、清新度假胜地”。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卓琳植

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海南即将迎来30岁生日。这
不同凡响的30年里，万宁人民始终和全省人民一道，
不忘“改革开放”的初心，一路探索，破浪前行。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万
宁自身来说，位于北纬18.8度“黄金度假带”上的区
位优势，得天独厚的海岸线等旅游资源优势，成功打
造的一批“国字号”金字招牌优势，是万宁发展的重要
资本。过去的这些年，万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中
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多规合一”深入推进，
城乡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新时代，万宁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省
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以五
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滨海花园城市、清新度假
胜地”为目标，以“绿色万宁、蓝色万宁、红色万宁、开
放万宁、文化万宁、幸福万宁”建设为路径，重点从六
大方面着力，奋力开创万宁发展新局面——

党的建设着力“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
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强化基层
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认识好干部、培养好干部、用好好
干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
创业氛围。

经济发展着力“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型工业、旅游服务业
和海洋经济产业为重点的“四轮驱动”产业，加快万宁
槟榔城建设，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逐步降低对房
地产的依赖，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有效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

深化改革着力“敢”。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既高标准完成“多规合一”“放
管服”、农村综合改革等“规定动作”，又围绕破解成片
开发、土地、旅游、人才等四大瓶颈和补齐民生短板，
主动作为推出一批具有万宁特色的“自选动作”。

保障民生着力“心”。始终坚持与群众心心相印，
坚决与全省同步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补齐教育、医
疗等民生短板，想方设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织密织
牢民生保障网，持续提升万宁64万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社会治理着力“稳”。大力推进“平安万宁”“法治
万宁”建设，坚决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以“钉钉子”精
神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确保社
会和谐文明稳定。

生态文明着力“创”。坚持生态立市战略，全力以
赴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快“一区四市”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智慧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城市）创建，确保万宁
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本报万城2月7日电）

新时代新征程
奋力开创
万宁发展新局面

1月29日，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又热闹起
来，20位来自岛内外的青少年到这里，聆听美国教
师的英语课。课后，孩子们与外教一起摘菜、品农
家美食、共赏田园美景，体验乡村户外生活的乐
趣。

“大石岭村是万宁城乡面貌巨变的一个缩
影。”山根镇党委书记符婷婷介绍，大石岭村地处
六连岭山脚，依山伴海、环境优美。近年来，在全
省推进全域旅游、共享农庄建设的背景下，大石岭
村村民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抱团发展共享经济，

受到岛内外游客的欢迎。
走进大石岭村，只见这里村道平坦、村容整

洁，村庄休闲广场外，专门开垦出来的10亩“共享
菜园”郁郁葱葱。菜园旁一方池塘碧波荡漾，广场
上摆放着十几架共享单车，摘菜之余手机扫一扫
即可租用，绕着村庄12公里的村道徐徐骑行。

除了共享经济，“悦”读时尚也走进了村民的
日常生活里。

在溪边村，青砖成墙的溪边书屋，朴素淡雅。
两排太师椅，长长的书架上书籍比肩接踵，小小书

法家铺开宣纸，小楷飞舞，让人感受到安静、舒
适。村里几间仿古瓦房改造的“孝道人家”“读书
人家”“时尚人家”，分别展示着村中常见的农耕生
产用具，讲述着村中文氏子孙读书成材的故事。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既要擦亮‘面子’又要发
展‘里子’。”张美文说，万宁将以产业发展来支撑
美丽乡村建设，将其与特色农产品加工、共享农
庄、全域旅游等结合统筹推进，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民”等模式，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农
民增收的路子。 （本报万城2月7日电）

海南槟榔半万宁

在万城镇保定村，到处都是村民零星种植的
槟榔，有的成片，有的则散落在房前屋后。

“我们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槟榔树。别看
我这片坡地不到一亩，去年为我赚了两万多元钱
呢！”56岁的村民王北海指着自家屋后的槟榔树高
兴地告诉记者，由于价格高，去年槟榔种植户几乎
都赚钱，少则几万元，多的数十万元，有的年收入
甚至超过百万元。

除了零星种植，万城不少农民还在北大、长
丰、山根等乡镇承包土地大面积种植槟榔。和王
北海同村的王义雄，今年就挣了近200万元，采摘
季还没结束，他就购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轿车。

“海南槟榔半万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
当地百姓来说，得益于槟榔产量提高、品质提升，
更得益于万宁槟榔加工业的快速崛起。

近年来，万宁坚持把槟榔产业作为发展经济
的农业主导产业来抓，大力推进槟榔烘干绿色改
造和标准化种植项目，加快槟榔产业转型升级和
品牌建设，使分散生产的农户实现与市场、技术、
农资、金融等有效对接，切实提高了槟榔生产的标
准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

“我们要把小青果做成大产业，小槟榔做成大
民生。”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局长林基说，大
力发展槟榔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加快槟榔产业转

型升级，不仅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为当地
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也是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一条途径。

2017年，万宁槟榔种植面积达53.2万亩，约
占全省槟榔面积的一半；生产加工量近30万吨，
占全省的三分之二；槟榔总产值近30亿元，农民
从槟榔产业中获得人均年收入近4000元。

与此同时，万宁启动了槟榔城产业园区建设，
该产业园将集槟榔文化、示范种植、加工、科普观
光、居住养生、交易仓储物流于一体，并在海南形
成“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物流”的完整产业
链，引领全省槟榔产业再升级。

冲浪胜地多彩多情

俯仰山海，天赐福地。
翻开万宁市地图，绵延百里的黄金海岸，让人

一见倾心：由北向南星罗棋布着山钦湾、山根湾、
神州湾、南燕湾、石梅湾、日月湾等十多个水清沙
细的美丽海湾，神州半岛和英豪半岛如陆地伸向
大海的两只巨臂，将一湾汹涌海水纳入臂弯，安抚
成两个平静温和、物产丰饶的小海域。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万宁发展冲浪、潜
水、海钓等海上运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万宁市
委副书记、市长周高明说。

近年来，万宁通过举办冲浪、海钓、龙舟等
国际性赛事大型活动，打造独特的海上运动文
化品牌，逐渐形成健康、时尚、动感的旅游新业

态，被誉为“海上运动之城”，享有“世界冲浪胜
地”的美名。

“国家冲浪队一队的队员大部分来自海南万
宁。”国家冲浪队领队马福来说，几年前，万宁市政
府出钱购买装备、聘外教、组织冲浪比赛等活动，
使得当地不少冲浪少年在全国比赛中脱颖而出，
冲浪运动也在这里悄然兴起。

中国大学生桨板竞速挑战赛、全国冲浪锦标
赛、ISA（国际冲浪协会）世界长板冲浪锦标赛……
在连续举办多届冲浪节后，万宁已成为中国冲浪
板图上的重要一站，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流
连忘返。

2017年，万宁全市接待旅游过夜人数423.4

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总收入38.87亿
元，同比增长21.9%。

继国际奥委会正式将冲浪纳入2020年东京
奥运会比赛项目之后，去年9月，冲浪国家队培训
基地正式落户万宁。承担国家冲浪队组建和东京
奥运会冲浪项目备战任务，让万宁人备受鼓舞，更
有信心。

周高明说，接下来，万宁将继续大力促进文
化与旅游产业的创新融合和互动发展，使得文
体赛事成为万宁对外形象宣传的“活名片”“活
载体”，借助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契机，通过国
内外全媒体覆盖，对城市进行全方位宣传，让

“多彩多情”的万宁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美丽乡村幸福万宁

数读
万宁

典型人物

万宁市大力发展槟榔加工业，延伸产业
链，加快槟榔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017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日月湾，冲浪爱
好者在浪尖上跳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滨海旅游公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017年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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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1%以上投入民生 制图/陈海冰

1.归国华侨郑文泰

1992年，华侨郑文泰回到万宁兴隆，开荒种
树、挖土造林。植根于泥土，沐浴着阳光，给子孙
后代留下了上万亩“热带植物基因库”。老骥伏
枥，情怀不朽，年过古稀的郑文泰仍奔波在植梦的
路上，不辞辛劳进行生态修复，实现绿色梦……

2.送煤气老人

万宁七旬送煤气老人蔡松庭多年来默默捐
资助学。2016年8月，他通过媒体报道得知一位
叫杜丽娇的海口女孩为大学学费发愁，就想帮
帮这位大学新生。于是，将辛苦积攒下来的
6000元钱通过银行汇款捐赠给了这位素未谋面
的贫困大学生。此举获媒体和公众纷纷点赞。

3.万宁“党徽哥”

2017年11月7日，万宁普降大暴雨，当地各
级部门紧急投入力量抢险救灾。当天中午，一
则万宁北大镇东兴居“党徽哥”陈斌冒险背起八
旬老人的消息迅速刷爆微信朋友圈，引发网友
纷纷留言点赞。

（李佳飞 整理）

万宁溪边村美景如画让人陶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郑文泰。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蔡松庭(左)。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党徽哥”陈斌（前）。 通讯员 李跃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