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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昌昌
继
往开

来 江江 激发生态优势，探索转型发展，共建幸福家园

黎乡迈上发展快速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典型人物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金城今
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昌江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省第七次党
代会及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高
质量建设产业兴盛、生态宜居、人民幸
福、社会和谐的“山海黎乡大花园”。

产业兴盛，即按高质量发展要求，
围绕十二个重点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通过壮大芒果、热带花卉、霸王山
鸡、乌烈乳羊等“十大特色种养业”，打
造十月田互联网农业示范小镇，昌江正
着力建成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
合体和共享农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力争新老产业“双轮驱动”，昌江在新能
源、工业旅游新业态等方面重点发力：
建设光伏农业、核电推动工业提速换
挡；打造“国字号”公园为核心的精品景
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扩大全季旅游影
响力推动旅游业创精推优。此外还要
通过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年、招商引资推
进年、项目建设推动年，不断优化发展
环境，助推产业发展。

生态宜居，就是生态优先。昌江正
以“多规合一”为引领，深化“一盘棋”
发展理念，打造遍地葱绿、鲜花盛开的
大花园，环境清幽、品味高雅的大景区，
宜业宜养、全民共建的大舞台，以此争
创全省生态文明示范县。还将同步启
动海岸线岛礁修复、东海河治理等工
程，打造海尾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的

“一园两区”湿地保护体系，以“双创双
修”为抓手，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完
善城乡“五网”建设。通过推进城乡绿
化、美化、彩化、亮化、净化的“五化”工
程，让家园变花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抢抓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机遇，力
争做精七叉木棉雨林、海尾湿地渔家等
特色产业小镇，铺开百家民宿、百企帮
百村工程，壮大乡村集体经济。

人民幸福，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当
下的昌江，正争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示范县。通过深化结对帮扶，全县
2400名领导干部与5014户贫困户“结
穷亲”，推动了1030名贫困人口和6个
贫困村精准脱贫。并在全省率先开展
五年“儿童眼健康关爱行动”基础上，接
续启动“全民健康关爱行动”，每年拿出
1000万元设立“关爱基金”，救助严重
视听障碍、地贫、血友病等特重大疾病、
慢性病群众，此外还将建设特殊学校、
加大“妇幼双百”人才引进力度，用实招
普惠民生，补齐教育卫生服务短板。

社会和谐，就是打造高质量社会
环境。以文明昌江、平安昌江、和谐昌
江创建为载体，昌江深化县文化公园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基地创
建，通过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加大峻灵王等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昌江正让优秀榜样和历
史文化焕发新生。而不断开展禁毒大
会战、扫黑除恶等专项行动，深入落实
的“七五”普法，完善的公共安防体系，
让昌江大地更加和谐、让各族同胞更
加幸福。

黄金城说，打造一个产业兴盛、生
态宜居、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山海黎
乡大花园”，昌江以此献礼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

（本报石碌4月2日电）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金城：
建设产业兴盛、生态宜居、
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
“山海黎乡大花园”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春时有鲜
艳盛开的木棉、夏季有姹紫嫣红的
植物、秋日落叶能点缀出丰收的喜
悦、冬天呼吸着霸王岭上吹来的
风。如今的昌江，早已鲜见往日工
业城市的冷峻，不断厚植的生态优
势拉开了山海黎乡转型发展的大
幕。

昌江，海南岛西海岸的“传统工
业城市”，正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芒果、蜜瓜撑起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核电扛起绿色低碳工业大旗、全
域全季的新兴旅游业迎接各地来宾
……多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绩，还只是昌江转型发展的序曲。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30年，
是昌江快速发展的30年。2017年，
昌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4.6亿元，
同比增长8.3%，增速高居全省第
一，相较于1987年增长了111.8亿
元。分产业看则更能体现昌江转型
的成就，全县三次产业比例从1987
年的26.9：59.9：13.2，调整为2017
年的26.4：43.1：30.5，在第一产业
稳定的情况下，第二产业比例大幅
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财
政收入也由1987年的1396万元增
长到2017年的 11.6亿元，增长83
倍。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之际，昌江确定下了建设产业兴
盛、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的“山海黎乡大花园”发展新目标，
迈上了发展快速路。 在今年的春节黄金周里，火热的

昌化江畔木棉红旅游活动再次让昌
江的生态旅游优势受到瞩目，昌江传
统的旅游形象，正随着昌化江、霸王
岭、棋子湾、海尾湿地公园等旅游项
目的火热而改变。生态优势逐步激
发的同时，昌江也将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了优先位置，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去年，昌江推出了十八项生态
文明建设举措，并全面开展“整治
违法建筑、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

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
防治、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林区生
态修复和湿地保护”的生态环境保
护六大专项行动，让昌江全面完成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
标，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9.2%，城
乡面貌换了新颜。

同样，在去年全面开展的“双创双
修”中，昌江全年共种植木棉等树种
10.4万株，完成绿化宝岛造林8696亩，
林业修复面积2367亩、损毁山体修复
351亩，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5.8%，

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9.8%。
不仅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下功

夫，昌江近年来绿色低碳工业发展势
头同样强劲。去年，昌江核电一期两
台机组发电75亿千瓦时，有效扭转了
省内电力长期短缺的局面。同时随
着铁矿石选矿技术改造、光伏农业一
体化发电等一批绿色低碳项目的相
继竣工投产，昌江的绿色发展引擎正
在开动。

此外，为吸引更多项目落地，昌
江开工建设公路网，让工业园区基础

设施日臻完善，海矿北一地采、200万
吨贫矿选矿、瑞图生态建材等项目相
继建成。

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助推城市
发展，也让百姓共享。在去年，昌江
成功创建14个美丽乡村，其中宝山
村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另有4个乡镇荣获“海南省生态文明
乡镇”称号、34个村庄荣获“海南省
小康环保示范村”称号，城乡面貌焕
然一新，生态文明建设氛围充盈昌江
大地。

工业城市激发生态优势

去年底，首届霸王岭热带雨林
生态文化旅游活动顺利举办，标志
着昌江“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
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的全域全
季旅游格局初步形成，加上霸王岭、
棋子湾、石碌铁矿、海尾湿地四大

“国字号”公园建设激发全域旅游活
力，完全借由好生态发力的旅游发
展格局的转变，带来的是2017年实
现接待过夜游客91.4 万人次、旅游

收入 5.58 亿元，全域旅游发展初显
成效。

相比10年前昌江全县旅游接待
过夜人数13.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4779.3 万元的数据，昌江去年取
得 的 旅 游 成 绩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582.08%和1067.53%。

旅游的发展折射出昌江三次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特色农业调优增
效，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特种山猪、

奶牛等特色产业稳中提质，昌江芒
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雪古丽牧场等3个共享农庄被评为
省示范点，生态循环农业成为发展
新亮点。

过去的几年里，昌江有17万亩低
效作物退出舞台，实现了农业增加值
31.09亿元，同比增长5.8%。2017年
昌江全县实现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46.06亿元，同比增长5.1%，产值比

1987 年增加 45.34 亿元，年均增长
10.3%。

农业要调整，新型工业也要升
级。伴随逐步加快的升级步伐，昌江
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工业旅游释放出的新效应，让昌
江在去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39.07 亿
元，同比增长14.0%，拉动生产总值增
长4.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位居全省第五。

黎乡大地谋划转型发展

石碌铁矿，曾见证了昌江几十年
的发展，但随着城市的更新，这片规
划和基础设施都略显陈旧的城区已
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在昌江
着力推进“双创双修”中，百姓最为关
注的便是涉及群众4200余户、面积
将近3000亩的棚户区改造工作。

棚户区改造，意味着大笔资金的
投入，而昌江在保障民生方面向来不
吝惜资金。

去年，昌江共安排民生支出资金
25.1亿元，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79.2%。资金投入见成效，惠民事
项如期兑现，投入1.7亿元办成的16
件民生、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由每
人每月450元提高到600元、完成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与听力免费筛查
7275例、为2000名老年人购买意外
伤害综合保险、为3400名重度残疾
人购买商业保险、开展“儿童眼健康
关爱行动”免费救治18名视障儿童
……让百姓享受到发展带来红利的
同时，昌江在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全国健康促进县、全国基层

中医药先进县等国家考核中，均顺利
通过。

随着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昌江
在去年改造农村危房1392户，完成省
下达任务的139.2%，城镇新增就业人
员2696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67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万余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仅为1.41%，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
万余人次。

此外，昌江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
完善。仅去年便新建和扩建市政道

路14公里、农村公路90公里，成功获
评省首批“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县。

“大水网”建设下的渠系连通配套工
程也基本完成，为昌江新增了农业灌
溉面积达10万亩。偏远的王下乡打
通光纤宽带“最后一公里”，昌江也被
省政府认定为第一批全光网市县。

生态优势逐步激发、转型发展凸
显成效，昌江用这样的发展成绩为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也用
这样的探索，继续前行。

（本报石碌4月2日电）

不吝投入共建幸福家园

2017年，昌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4.6亿元，同比增长8.3%，

增速高居全省第一，相较于1987年增长了11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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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来、杨惠珍夫妇，是昌江黎族自治县红田农场
退休职工。自2004年从红田农场退休以来，陈省来夫
妇每年拿出全额退休金和积蓄，资助红田中学优秀和
困难学子。2014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世人了解到了他
们的大爱，夫妻俩一生勤俭，至今已向红田中学捐助超
过50万元。

在2017年，陈省来夫妇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当
年下半年起，要向红田中学考试成绩前100名的在校
学生进行奖励；而从今年起，只要在红田中学读满初中
3年并顺利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无论户籍，他们都将
给予资助……

如今，陈省来夫妇的事迹在琼州大地广为传颂，昌
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说：“他们用平凡朴实的行动表达了
最美的善举。”

陈省来、杨惠珍夫妇

连续13年全额捐赠退休金
资助优秀和困难学子

陶凤交，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人，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村妇女。26年来，从渔家女到义务造林员，陶凤
交和她的姐妹们组成了昌江造林的“绿色娘子军”。在
昌江棋子湾这片沙滩上，陶凤交和她的姐妹们早出晚
归、辛勤劳作，只为种树。26年来，她们汗流浃背，甚
至委屈落泪，只为海边那片苍劲的绿。

30多年前，婚后的陶凤交跟着丈夫一起靠贩鱼养
家，生活过得也算红火。在丈夫遭遇意外去世、1992
年海风肆虐之后，陶凤交不仅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还从此与海防林结下不解之缘。

那一年，33岁的陶凤交迎来了人生的分水岭，她
的人生从此种树、海防林密不可分。26年坚持，陶凤
交带领的“绿色娘子军”换来的是占昌江整个海防林面
积36%的“绿色长城”。338万株茁壮成长的木麻黄海
防林，已成为昌江一笔难以估价的生态财富。

陶凤交

25年坚守棋子湾种树的
“造林娘子”

陈健统，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网警大队大队
长。2001年大学毕业后，他怀揣着对人民公安事业的
憧憬走上了从警之路，一晃16年过去，陈健统已从年
轻小伙子步入中年。16年来他风尘仆仆、废寝忘食、
有警必出。为力促社会安定和谐，他舍小家为大家，在
案情紧急时甚至狠心“抛下”还躺在产房的妻子和刚出
生不到一天的孩子，奔赴异地办案。

“在人民公安战线上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陈健统的从警信条。不
畏风险，敢于牺牲和奉献，破获多宗大案、要案，陈健统
用行动兑现了人民公安的使命。16 年来，他荣誉无
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先进
个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一个个耀眼的荣誉……一个个耀眼的荣誉，，代代
表着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表着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一名警察对公安一名警察对公安
事业的无限热爱事业的无限热爱，，在山海黎乡大地上在山海黎乡大地上，，陈健统是当之无陈健统是当之无
愧的警界模范愧的警界模范、、精英精英。。

陈健统

用行动兑现人民公安使命

2017年，全县共接待

旅游过夜游客 91.4 万
人次、旅游收入 5.58
亿元

财政收入由1987年的1396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11.6亿元

2017年，建14个美丽乡村，宝山村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4个
乡镇荣获“海南省生态文明乡镇”称号，34个村庄荣获“海南省小康环保示范村”

称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2017年全县 67 个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55.68亿
元，投资额比1987年增加55.02亿元

2017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38亿元

2017年全县城镇居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31337元

比上年增长9.7%，收入比1987年增加12280元、增长33.1倍

增长83倍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增长近90倍

零售额比1987年增加 18.56亿元、

增长22倍，年均增长10.2%
同比增长10.2%

比上年增长8.6%，收入比2005年增加24456元、增长3.6倍
2017年全县农村居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

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

脱贫攻坚
2017年，整合各级专项资金1.23亿元，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精准脱贫成效明显。完善县、乡镇、村三级脱贫攻坚责任制，1297名
县直机关干部、2556名教师“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户、低保户，实现石

碌镇水头村等6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脱贫摘帽”、991户 4247人脱

贫，306户 1153名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畴，贫困发生率从

3.4%下降到1.1%。

美丽乡村

制图/杨薇

数说昌江

全县三次产业比例从1987年的26.9：59.9：13.2
调整为2017年的26.4：43.1：30.5

与2008年相比
同比分别增长了

582.08%和1067.53%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浪论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棋子湾夫妻石。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成
熟
的
芒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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