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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琼继
往开

来
敢闯敢试谱写发展新篇章

乐城先行区精耕细作“试验田”

3月1日下午，博鳌超级医院首场人才招聘
会在海口举行。

而就在3个月前，2017年11月22日，海南
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才首次提出“超级医院”概
念。

位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博鳌
超级医院建设时间短，含金量却非常高。一期建
设150张床位，设有高标准手术间五间及重症监
护室、静配中心、输血、病理、临检、影像等公共平
台，采取共享医院模式运行。超级医院各学科由
国内排名前三的学科组成，均由工程院院士以及
顶尖的学科带头人领衔，以临床中心的形式进
驻。作为临床中心的进驻主体和运行主体，超级
医院统一配备共享影像诊断中心、手术中心、门
诊中心、实验诊断中心、药剂中心和消毒中心等
部门，同时建成洗衣房等后勤设施。利用共享理
念，集约节约物理空间，打造全新共享医院模式。

博鳌超级医院的快速发展，是乐城先行区
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开拓创新，高效推
进各项工作的一个缩影。目前，乐城先行区引

进国际国内一流技术水平项目39个，开工建设
项目27个，完成投资57亿元，成美国际医学中
心等4个项目建成运营，在干细胞临床研究、肿
瘤治疗、医美抗衰、辅助生殖等4个方面初步形
成产业聚集，新增就业岗位2000个。乐城先行
区的影响力、吸引力日益提升，被确定为首批国
家“健康医疗旅游示范基地”。

挥毫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3月20日，在嘉积镇北仍村草寮咖啡屋，游
客刘蓝冰一边享受着美丽村庄的静谧和惬意，
一边品尝着香嫂烹制的咖啡套餐。香嫂名叫王
秋香，2014年9月19日，她联合4户村民创业，
开起咖啡馆。刚开始，生意并不好，但王秋香一
直在坚持。

近年来，北仍村借助海南百镇千村美丽乡
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探索出一条生
态文明、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道，吸引着国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借此良机，王秋香经营的草
寮咖啡屋“火”了，“旺季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
能达到1万元。”

在琼海，像北仍村一样的村庄还有很多。近

年来，琼海紧紧围绕“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
会和”的海南东部中心城市目标，以博鳌为示范，
带动周边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由点及
面铺开“百镇千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琼海市
共筹措财政资金4.43亿元，撬动社会资本约2
亿元共同投入美丽乡村建设，精心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琼海“五网”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向农村覆盖，新建自然村硬化路
472.5公里，窄路面拓宽351.6公里，生命安全防
护工程152.6公里；新增农村光网点274个，城
乡4G基站76个，升级改造行政村光宽带104
个，重点场所基本实现WiFi全覆盖；电网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实施；全市燃气中压管网达
到138公里；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项目23宗，城乡同网供水覆盖率达78%。建设
高标准农田1.8万亩，建设改造支渠38.9公里。
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86.9%。

目前，嘉积镇北仍村、塔洋镇鱼良村、博鳌
镇朝烈村入选住建部公布的第四批“美丽宜居
村庄”，中原镇仙寨莲塘村、博鳌镇留客村入选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会山镇加脑村入选第
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田园小镇崭新面貌迎年会

一年时间，可以做什么？琼海市的答案是：
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快博
鳌田园小镇建设，让老百姓在生产生活等方面
享受最大红利。

3月22日，走进正在建设中的博鳌镇沙美
村，处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挖掘机、
推土机、工程车等各式机械忙碌作业，工人们在
各自的岗位上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争分夺秒
赶工期。

沙美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规划实施面积55
万平方米。项目通过村庄景观提升、建筑立面
改造、道路改造、截污纳管、缆线梳理改造等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椰林水韵”、“饮水思源”、“滨
海长廊”、“耕读传家”、“山海在望”和“金牛泉
涌”等六处沙美美景。

成排的老屋，参天的古树，斑驳的古井以及
弯弯曲曲的青砖古道……这是改造后的博鳌镇
南强村。“自从我们村打造美丽乡村以来，村容

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吸引了不少的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民莫壮陶介绍，在南强
村美丽乡村开工建设时，他便将自家120平方
米的房子改造成陶醉音乐酒吧，今年3月2日开
始营业。

莫壮陶说：“开业以来，每天基本上能有700
元左右的收入。以前都是靠种植冬季瓜菜、槟
榔以及农闲时就近打工，现在多亏了政府大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我们在自家门口就能吃
上旅游饭。”

随着博鳌田园小镇的建设，博鳌地区的田
园风光更加迷人，文化特色更加独特，发展氛围
更加浓厚，将构建形成集旅游、会展、商贸、餐
饮、文体为一体的现代型多元产业体系。

据初步估算，未来博鳌镇墟的店铺租金将
大幅上涨，群众将通过房屋出租获得可观收入；
持续涌入的旅游和会议会展等消费人群，也将
给博鳌地区的农家乐、酒吧餐饮、超市等带来稳
定增收。

现在，博鳌这座明星小镇，在享受敢闯敢试
成果的同时，也将以今年 4月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举办为契机，盛装喜迎海内外宾
朋！ （本报嘉积3月26日电）

统计显示，琼
海 2017 年地区生
产 总 值 、财 政 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
等主要指标均完
成预期目标，并且
增速超过全省平
均水平，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位居全省第二。

典型人物
一把手访谈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谋
划乡村振兴大战略。琼海的农村具有非常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全市13个
镇（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风格，北仍
美丽乡村、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塔洋七星伴月
公园、加脑特色苗寨等美丽乡村名声在外，加上
博鳌田园小镇正在重点建设的沙美村、南强村，
琼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具备较为扎实的基
础和先发优势。省委对琼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寄予厚望，省委书记刘赐贵要求琼海：“要打造
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琼海样板，在利用社
会化投资、让农民增收受益上创造琼海经验”。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琼海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始终牢记省委
赋予的光荣使命，坚持“政府引领、社会投资、市
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结合琼海乡村发展
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意见》《琼海市促进农民增收工作实施方案》
《琼海市打造农产品品牌实施方案》，注重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利用社会化投资，努力
形成财政资金引导、金融加大支持、社会踊跃投
资的多元投入格局，紧密结合各镇村的资源禀
赋、文化特色、产业基础，引入社会化投资促进
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构建“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民”

“合作社+农民”的多元发展模式，带动农民通过
土地灵活流转、出资入股、房屋出租、创业就业
等方式实现增收，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最好的生
产生活环境，让老百姓在社会治理、环境保护以
及各种产业推进当中，享受到最大的红利，打造
出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琼海样板，在利用
社会化投资、让农民增收受益等方面创造出琼
海经验。

何琼妹强调，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反
复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急于求成，不贪
快求功，要循序渐进、打牢基础。琼海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将始终坚持“三个符合”；一
要符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搞超前消费和
过度建设；二要符合当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
越俎代庖，不做表面文章；三要符合市场经济规
律，不搞无效益的产业，不搞违背发展规律的工
程。 （本报嘉积3月26日电）

打造海南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琼海样板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

1.颜业岸

颜业岸（右）是琼海市嘉积中学的一
名舞蹈教师，也是十九大代表。他用自
己的匠心和热情，引领着一批又一批学
生走进艺术殿堂。

2017年高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全国
只招8名男生、8名女生。而颜业岸培养的
学生中就有4人顺利考上。

2.陈瑞福

陈瑞福（左一）是琼海城投公司的职
工，虽然在企业工作，但爱好文学的他内
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个书社梦。

2017年9月12日，陈瑞福推动博鳌书
社成立，宗旨是助推琼海文化强市建设，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积极倡导
良好的社会读书氛围，打造“书香琼海”文
化品牌，以文化引领新时代，唱响主旋律。

如今，博鳌书社已经成为“书香琼海”
一块金字招牌。每个月，博鳌书社至少举
办两次读书分享会，带动越来越多的琼海
人爱上阅读。

3.王国民

位于嘉积镇兴工路15号嘉囊社区里
的“大众书屋”，是一间私人自营的免费读
书室，经营者是一名有着57年党龄的退休
老党员王国民老人。

如今已八旬高龄的王国民老人素来
喜欢读书看报，1998年退休后，闲来无事，
便和老伴一起在自家一楼腾出地方，于
2000年办起了免费读书室，向公众开放阅
读，可阅可借。

4.邓大志

今年55岁的邓大志，皮肤黝黑，憨厚
耿直，是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09033渔船
船长，有着36年耕海经历。

21年来，邓大志坚持每月义务为西沙
守岛官兵运送生活物资，帮助官兵寄送、
接收信件和包裹，一直坚守着这条西沙群
岛上的“拥军航线”，成为官兵们最信赖、
最熟悉的“船老大”。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四批 50 个全国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其中，邓大志被评为岗位学雷锋
标兵。

（丁平 整理）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宽
阔平整。今天，在琼海市博鳌镇生活了40
多年的符先生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时感慨道：
“以前这里都是低矮、破旧的老房子，一下
子变化这么大，我还以为走错了呢！”

30年，弹指一挥间，琼海人凭借敢闯敢
干、敢为人先的精神融入发展的进程中。
乐城，恰是这种精神的精彩例证。

过去几年，琼海市先后获得“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试点城市”“中国健康宜居小城”
“2017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等多项荣
誉。特别是在推进乐城先行区建设、服务
保障博鳌机场建设、博鳌通道工程等重大
项目和“巩卫创文”等工作中，不断刷新“海
南速度”，弘扬“特区精神”，扛起“琼海担
当”，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

即将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将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首场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琼海又将迎
来世人关注的目光。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琼海将全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
工作，以建设“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
会和”的海南东部中心城市为总抓手，发展
特色优质产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提升全
社会文明程度，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242.5亿元
同比增长 7.5%

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6.7亿元
同口径增长 17.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73.7亿元
同比增长 10.7%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97亿元
同比增长 11.3%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4213元
同比增长8.7%

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
涨幅3.1% 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0.98%

其中个人储蓄

208.6亿元
同比增长 13.9%

辖区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达

344.8亿元
同比增长 13.3%

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0448元
同比增长8.6%

城乡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1373元
同比增长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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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嘉积镇北仍村。

琼海市嘉积镇溪仔古街木舍耕读共享书房。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红色娘子军雕像。琼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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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琼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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