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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两会上，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金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慨，昌江很美，可惜少人识。昌江不仅有木棉花，还有着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底蕴。昌江县委、县政府已提出建设
“山海黎乡大花园”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着力发展绿色、优质、特色
的品牌农业，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全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示范县、生态文明示范县、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
为了挖掘寻找和传播昌江之美，昌江县委、县政府与海南日报社联合推出《昌江新闻》版，
每半月一期，
敬请读者关注。

社会和谐游客云集，
“海南十大最美小镇”昌江七叉镇内外兼修脱胎换骨

百里乡风淳 更添木棉美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海南的春天，是被火红的
木棉花唤醒的。
每年春节前后，游客就一
拨一拨地赶往昌江黎族自治县
七叉镇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
景。那里的木棉花美，早已远
近闻名。但如果你在此时深入
当地村庄，会发现七叉还有另
一种美——村庄和谐之美。
每年正月开始，七叉镇村
村都举办热火朝天的文体活
动。尤其受欢迎的，是全镇 9
个行政村 18 支男女篮球队轮
番上阵进行的篮球联赛，欢声
笑语喝彩声飞舞。去年当选县
长的林谟谐是一位“老基层”，
今年大年初四看到这一幕后
说：
“ 这样温暖和谐的场面，是
多少钱也买不到呀！”
这暖意盈盈的村庄画面，
和昌化江畔、田野上怒放的木
棉花，以及将各个村庄连接成
“珍珠项链”的环镇公路，构成
了海南美丽和谐的山村画卷，
题目就是七叉之美。

省内外游客在昌江七叉镇宝山村游览观赏木棉。

唱歌开心扉 文化冶性情

七叉环镇公路

七叉镇位于昌江东南部，地处霸
王岭山区，
以镇墟为中心，
分布有重合、
红峰、
尼下、
乙洞、
乙在、
乙劳、
大章、
七叉、
大仍9个行政村32个自然
村，
将近两万人口，
是昌江最大
石碌方向
的黎族苗族聚居地。
重合村位于镇墟上，
有 251 户 1051 人。农
历 正 月 初 六 ，记 者
走进重合村，
昌盛路 X705
村中心舞
台上还

昌化江畔
木棉赏花码头

七叉镇
七叉田洋
七叉村
重合村
乙劳村

乙洞村

全县共接待游
客 105820 人次，其
中 过 夜 游 客 317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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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3%

金炳村
百年芒果园

宝山观景台

燕窝山观景台
乙在村

宝山木栈道
大章观景台

白石岭观景台

实现旅游收入
1730.48 万元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同比增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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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大红横幅：重合村春节联欢晚
会。这个舞台叫
“和谐广场”
。
为丰富村民生活、引导村民之间
和谐相处，树立文明村风，县、镇干部
找到了一把钥匙：
文体活动。
黎 族 人 爱 唱 歌 ，何 不 组 织 他 们
唱红歌。2011 年“七一”前夕，七叉
镇决定以村为单位举行大合唱比
赛，
“ 一个家庭有一人参赛，全家都
会关注。”昌江县副县长、时任七叉
镇党委书记陈国斌说，镇里还从县
里请来老师指导，果然受到村民热

烈欢迎。
“ 七一”当天，比赛在刚刚建
好的重合村“和谐广场”进行。歌一
唱起来，就有神奇的效果：村村大合
唱，唱出了和谐，唱开了心扉。
以前每年春节，是当地饮酒泛滥
的时候，如何移风易俗，七叉镇委、镇
政府想到了开展篮球比赛活动。
“从
2012 年春节开始，
大年初一、初二，
各
村先在本村举行打篮球比赛，初三初
四再在镇里打联赛。”陈国斌说，引导
村民多参加有益身心的体育文化活
动，少喝酒，陶冶性情，以文化促进团

结。现任七叉镇党委书记卢维说，镇
里每年都从县里请来高水平的裁判
，
用心地坚持这个新风俗活动。
说起村里的篮球队，重合村党支
部书记符明才颇为得意，
他告诉记者，
石碌镇牙营村和东方市戈枕村初五还
专门包车到他们村里来打篮球。
七叉镇一年四季活动不断，其他
如“三月三”趣味体育比赛，村广场舞
比赛等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
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山村，潜移默化
影响村民。

推“十星”考核 干部变主动

尼下村

2 月 15 至
2 月 21 日
春节黄金周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白石村

从昌江县委组织部找到的一本
厚厚的制度文件汇编里，可以找到七
叉变化的注解。
“那时候乡镇工作难抓，
最难管的
是村干部，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昌
江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回忆说，在
县里一次例行的党建工作会议上，陈
国斌提出建立
“干部去向卡”
制度的建
议，
当时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2013 年，昌江县委县政府出台
《2013年－2015年昌江黎族自治县农
村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
要
求老、
旧、
小村级组织办公楼，
由县财政
逐年列入预算，
全部完成修缮或重建，
新建村级组织办公楼建筑面积达到
300平方米以上，
整合配套建设
“两委”
办公场所、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卫生室、
农家书屋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实际上就是把村里的议事场
所、村民活动场所完善建好，让村民
有地方议事，有地方活动。村民有问
题能及时找到村干部解决。有矛盾
纠纷能得到及时化解。”昌江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邱红光说。
从2014 年1 月1 日起，
《昌江黎族
自治县农村（社区）十星
“两委”
创建实
施方案》
《农村（社区）十星
“两委”
评选
办法》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社区）
“两
委”干部星级奖励补贴发放办法（试
发）
》等管理激励措施，
陆续出台实施。
“十星”指的是组织建设星、阵地
建设星、制度建设星、服务群众星、经
济发展星、社会管理星、文明生态星、
学习教育星、财务管理星、廉洁自律
星。
“ 工作好，得星多，补贴高。”在昌
江县委组织部提供的七叉镇第七轮

“十星”农村‘两委’考核评定汇总表
上，七叉大章村、红峰村、大仍村、乙
在村等 9 个行政村获得 8 星，其余 5
村获得了 7 星。
“推行‘十星’考核，村干部从无
名英雄变成了有名英雄，他做了什么
会留痕迹。村干部主动作为的意识
强了，他们积极想办法发展生产，带
领群众致富，改变农村面貌。”昌江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浩世说。
如今，重合村有漂亮的村委会办
公楼，有舞台、篮球场、羽毛球场。
“这
两年确实变化大，大家都在想着怎么
把乡村变美，比谁有本事能把村庄发
展好，不比喝酒和打架谁厉害了。”符
明才说，他 2018 年身扛 3 项任务，决
心要把重合村建设成为
“党建示范村”
“整村推进脱贫村”
和
“美丽乡村”
。

过一个个的村庄，统一规划建起的民
房，统一立面改造，别致好看；路边有
排水沟，村里有广场、活动中心、篮球
场、公共厕所，引人注目。
“看，我们有全省最宽的乡村道
路，四通八达。”刘其文骄傲地说。以
七叉镇墟为中心，昌江为七叉旅游发
展修建了环镇公路，
宽 6 米，
将七叉的
各个乡村和木棉花观景点连在一起。
道路穿过田野，穿过乡村，延伸至江
畔，
将自然的美景拉近至你的眼前，
将

你带进美丽山村，
尽赏春天山村风光。
游客云集，伴随着热辣的情歌对
唱唱起来，神秘的黎族乐器吹起来，
奔放的竹竿舞跳起来，诱人的长桌宴
摆起来，村民们买来游艇、买来甘蔗
榨汁机，搬出自酿的米酒、自家的土
特产，
吃起了旅游饭，
日子越来越旺。
昌江将七叉全镇作为一个景点来
经营，
把一年当中最重大的旅游活动放
在这里启动，
让游客从这里出发充分感
受到昌江之美。七叉镇不负众望，

2014 年获评“海南十大最美小镇”，
2017年荣膺
“海南省文明村镇”
称号。
“如果说七叉镇凭借木棉美景获
评‘海南十大最美小镇’只是‘改头换
面’，那么，因为产业多元、宜居宜游、
乡风文明荣膺‘海南省文明村镇’则
是‘脱胎换骨’。”昌江县委书记黄金
城这样评价。
七叉外表的美，人人可见；内里
的改变，熟悉的人备感欣慰。
（本报石碌 3 月 6 日电）

昌江着力营造尊商重商爱商扶商的营商环境

新政“金二十八条”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阳春三月春意浓，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的山海大地上，木棉花开正艳。
海尾镇的王品蜜瓜种植基地里，
瓜
苗攀上架子只待花开；
昌化镇的规模化
养鸽场里
“咕咕”
声四起，
肩负着贫困户
脱贫的希望……
对于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企
业来说，
2018 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不
仅在于产业发展趋于稳定，
更在于昌江
县委于今年初出台的《关于 2018 年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这些因含金量十足而被冠以“金
二十八条”的政策意见，让昌江民营
■■■■■

经济体分外兴奋。
“‘金二十八条’的出台，就是要
激发市场活力、发展信心。”昌江县委
常委、统战部长王小荣说，再结合今
年 1 月初出台的昌江《关于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昌江旨在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
良好的环境。
经济占比大，
昌江的民营经济却并
非看起来的发展形势大好。
“除工业企
业和房地产企业外，
昌江本地的民营经
济发展小而散、不充分，
质量和现代化
程度都不高。
”
王小荣毫不避讳地指出
了昌江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
摸清家底，才能找到“症结”，开
出
“药方”。

为此，
昌江早在去年底便召开了民
营经济发展座谈会，
邀来行业专家和企
业代表坐下来找问题、想办法，
在政府
与企业间的广泛交流中，
让一套专门针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有了雏形。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和支撑，
营商
环境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
在昌江县委
书记黄金城看来，昌江需下决心解决
影响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营造尊商、
重商、爱商、扶商的营商环境，同时推
进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春节前后，
我们走访最多的就是
民营企业，
既要解决困难，
还要树立信
心。
”
王小荣笑道，
针对具体问题协调具
体部门对接，
让县委县政府成为企业的
“办事大厅”，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此

外，在“金二十八条”中昌江也明确指
出，2018 年昌江财政将安排 2000 万
元，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奖励资
金，
进一步提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政策的出台就要解企业之所需，
从《意见》和“金二十八条”出台的近
两个月时间里，昌江县委县政府仍在
加强与民营企业的联系，通过走访、
召开政企沟通联席会议等方式不断
收集意见，同时细化和修改相关政策
内容，
让企业真正受惠。
“没有政策支持，企业怎么发展，
经济怎么发展？”黄金城说，昌江如今
就是要主动与企业打交道，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坦荡真诚地同企
业家接触交往，同时全面提升行政审

■■■■■

搭平台 想招数 解难题

昌江政企
沟通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石碌 3 月 6 日电 （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近日，为在企业与政府搭建一个良好的
沟通交流平台，昌江黎族自治县政企沟通联席会
议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昌江县委、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就项目规划发展及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
企业负责人开展了面对面交流，旨在解决企业的
问题和困难，
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会议分别海钢百果庄园项目规划及建设用
地、海钢海矿围岩废石综合开发利用项目配建道
路及用地规划、海钢铜钴尾矿库光伏电站项目用
地规划及指标、海南石碌铁矿矿山公园项目、海
钢海矿片区棚户区改造、资源枯竭城市企业员工
提前 5 年正式退休、特殊工种提前 5 年正式退休
及海钢社区社会职能移交等一系列议案进行了
讨论。
“海钢百果庄园项目规划及建设用地符合昌
江今后发展方向，
希望企业从全县大局出发，把鹅
毛岭水库纳入项目规划范围，县委、县政府将全力
支持，
把项目纳入到昌江发展规划中。
“
”海钢海矿
围岩废石综合开发利用项目配建道路及用地规
划，要在保护生态红线基础上规划项目实施，县
公路局等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解决企业需要扩建
的道路。”
“ 针对退休问题，县人社局要与省级部
门对接，县委组织部要与企业沟通对接，县城管
局要深入企业调研，制定解决方案，争取减轻企
业负担。”
……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会议，昌江相关部门“领
到”了任务，
也切实解决了企业的难题。昌江县委
书记黄金城表示，政企沟通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
成效显著，对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都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
昌江还会完善会议制度，
提高联席会议
的成效，并争取形成常态化机制，
让其成为昌江企
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
“推动器”
。

劳务输出助力脱贫

昌江288名农民工
赴粤务工
本报石碌 3 月 6 日电 （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组织农民工赴粤务工，
是昌江黎族自治
县近年来实施就业脱贫工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同
时也是广大外出务工人员改变人生的新机遇。3
月 3 日上午，昌江举行了今年第一次农民工赴粤
务工欢送仪式，288 名农民工将乘坐免费大巴车
赴粤创造新生活。
“出去能学到技术、知识，我要早日争取回来
自己创业！”此次外出务工的张志鹏告诉记者，他
已不是第一次参加县里组织的外出务工队伍，每
一次都有新收获。
“今日打工，明日创业，我们也希望外出务工
人员要树立这样的抱负，把学到的技术、挣到的资
金、掌握的信息带回家乡，带领全家、乃至周围群
众共同走上致富道路。”昌江县副县长郭瑜表示，
就业是最好的脱贫方式，昌江也一直把就业、工
作、创业和精准扶贫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一年一年
地坚持下去，让外出务工人员不仅带着“挣钱”的
目的外出，更要把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带回来，带动
更多人脱贫，
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近年来，昌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精准脱贫
工作，
通过将劳务输出与精准脱贫工作相结合，为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服务和帮助，以期达到
一人外出务工，
带动全家脱贫的成效，
实现精准脱
贫、富民强县的目标。

记者手记

木棉红旅游 兴村又旺民
天赐木棉。2012 年昌化江畔木
棉红首届文化艺术之旅，开启了昌江
旅游转型的步伐，七叉乘这股东风，
日新月异。
农历正月初六，记者跟随七叉镇
人大主席刘其文沿环镇公路探美。
“从 2012 年开始，县里对七叉经济发
展和扶贫投入很大，大力推进道路、
民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效果显
著。”
他说。
从七叉到尼下村、大章村……驶

昌江快讯

批服务水平，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
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畅通
审批的
“绿色通道”。
“走”出了新思路、
“ 访”出了新想
法，昌江如今通过完善“沟通联席会
议 制 度 ”等 联 系 服 务 企 业 的 体 制 机
制，不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还让企
业主动融入昌江发展。
昌江还计划在每年下半年邀请
第三方前来综合评估当地的政商关
系、营商环境，在客观了解现状的同
时，还要找问题、再升级。
“今年是项目推进年，还是营商
环境建设年！”王小荣笑道，如今的昌
江不仅春意浓，
发展劲头更足。
（本报石碌 3 月 6 日电）

串起四季游 昌江添活力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3 月 6 日，
木棉花开得红艳艳。
眼下正是观赏木棉花的最佳时节，昌江人气
居高不下。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一辆辆自驾游的
车离开昌江，挡风玻璃前的那码放整齐的一排木
棉花，
携着属于山海黎乡的春意，
带去一朵朵火红
的祝福。
木棉花开盛景，点缀出昌江这座有着千年历
史城镇的新活力。曾几何时，盛开的木棉花是昌
江甜蜜的忧愁。
“一年花开就两个月，真要投资搞
旅游，剩下 10 个月我们做什么。”
“ 光看看木棉花
开，配套设施不推进，难以增加旅游项目，这发展
活力就没了。
”
在以往的采访当中，不止一个人对越来越火
的木棉红旅游表达过担忧。的确，在发展全域旅
游的当下，旅游版图的不断拓展，
但仍旧要“屈服”
于自然规律所造就的季节性热潮。
近年，昌江提出了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的
蓝图，坐拥山、海、林、田、湖的昌江开始在旅游发
展上发力，不断挖掘优势旅游资源，在铺开全域旅
游发展的同时，
也在填补季节性旅游项目的不足。
“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
登霸王岭。”昌江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同时，提出
了“全季旅游”的新概念，借助旅游资源的广泛
分布契合了季节的变化。冬日的霸王岭迎来了
和煦的阳光，木棉花开又造就了和雨林完全不同
的红色，这边最后一朵木棉化作春泥，那边芒果
树上已结出果子……
串起四季的旅游路线，让昌江的旅游地图上
不止有颜色，更有温度。未来，随着矿山公园、湿
地公园、花海等一系列旅游项目的推进，
“山海黎
乡大花园”将释放全新的发展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