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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广场上，正在举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图片展览，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观。于海南而言，三十而立，
意义重大。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而言，这30年同样意义非凡。从地方公共财政年收入不足500万元的贫困县，发展到2016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达到4.5亿余元的“大山明珠”，从只有两条街道的小县城变身为处处新楼房的宜居地，保亭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0年，保亭与海南同呼吸共成长。未来，保亭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举全县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快“一城一园两基地”建设，全力打造富裕保亭、文明保亭、和谐保亭、美丽保亭。

保亭居民黄青文是一名摄影爱
好者，今年50多岁的他，拍遍了保亭
大街小巷的角角落落，一帧帧照片无
声地诉说着当地的风土人情。4月
4日，他看着七仙广场上的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图片展览，感慨
万千。

“30年前，这里是一个年财政收
入不到500万元的贫困县。县城里都
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房，街道狭
窄。基础设施陈旧，县城里仅有新兴

街、新民街两条街道。”黄青文说。
1987年12月20日，国务院批准

设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从此保亭
翻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专心强基
固本，努力夯实经济基础。

30年前的保亭，有着突出的自然
环境优势，经济发展却滞后。如何彻
底改变城乡面貌、全面调整产业结
构、提升经济和社会软硬实力、夯实
民生基础、塑造保亭崭新的形象，成
为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初心和使命。

“过去村里是泥泞的土路，村民
们总盼着有个自行车。如今，村村通
道路铺得平整规范，家家都有摩托
车，有的人还买了小轿车。茅草屋也
变成了崭新的楼房。”毛感乡居民黄
碧灵说。

据悉，2017年，保亭全县生产总
值27.19亿元，同比增长7.4%；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
2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5亿
元，同比增长10.5%。第一产业增加

值6.41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增
加值5.77亿元，增长4.5%；第三产业
增加值15亿元，增长9.6%。

不仅如此，保亭的经济结构调整
不断优化，产业基础明显增强。三大
产业结构比例由1987年的64.2：9.9：
25.9 调整为 2016 年的 39.1：12.5：
48.4；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社会
发展后劲明显增强。1987年—2016
年，保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2
亿元，年均增长18.5%。

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产业基础明显增强

保亭：风华正茂迈向新征程
■ 本报记者 贾磊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2017年，对于保亭人民而言，是
不平凡的一年。琼乐高速逐渐合龙，
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顺
利开工，为“藏在深闺”的保亭旅游带
来了发展的利好消息。

“作为海南省‘十三五’重点建
设项目，山海高速（五指山至保亭至
海棠湾）已开工建设，路线全长约
55公里，计划2020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保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
全面驶入快车道。”保亭县委书记王

昱正说。
据保亭县旅游委主任林孟地介

绍，保亭旅游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直至2003年才设立县旅游
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保亭旅游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发展过程，特别是5年来，保亭
依托雨林、温泉、养生、南药和民俗
文化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定位打造

“雨林温泉谧境，国际养生家园”的
目标，主动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坚持“蓝绿互融、山海并举”的
差 异 化 特 色 高 端 发 展 的 道 路 。
2013年，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旅游
区荣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2015
年，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荣
膺国家5A级景区；2016年，七仙岭
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荣获国家
4A级景区。

近年来，保亭遵循旅游开发与保
护文化多样性相和谐，发展与保护相
促进，强县与富民相统一的发展思

路，先后获得“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
游目的地”“中国最佳绿色旅游名县”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中国最具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目的
地”等殊荣，神玉文化园景区被农业
部授予“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称
号，并被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
景区”。

今年，保亭继续以优质资源和高
品质的开发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品牌，
让旅游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全域旅游奋力前行

黎风苗韵声声入耳

在保亭三道镇，云集了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呀诺达景区和布隆赛
乡村文化旅游度假区等文化旅游景
区。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积淀和丰
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态，让这几个旅
游景区各具特色，吸引国内外众多游
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逐
渐融合，保亭全域旅游发展稳步前
行，不仅带来了稳定增长的客流，也
让当地的民族文化得到了更好的弘
扬和传承。

“景区在深入挖掘和弘扬当地文
化上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保护、
保存了一批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逐
步让它们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
道路，实现了动态保护。”保亭县文体
局局长吴凌云告诉记者。

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旅游演艺节目《槟榔·古韵》以近乎原
生态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示了钻木取
火、舂米、打柴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参加演出的演员，绝大多数是
景区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原住民。
这台耗资1200万元的精彩表演已经
成为槟榔谷景区的保留节目，5年来
久演不衰。”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副总经理陈国东表示，园区内建
起了展示馆，集中了一批宝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随处可见的黎族织锦
阿婆、现场演奏的八音艺人等，都能
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民族风情。

陈国东告诉记者，景区现在年接
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获得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海南首批文化产业重点项
目及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

近年来，保亭不断提升和推进文
化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实现
全覆盖，建成了县城文化中心、青少
年活动中心、七仙文化广场、月亮文
化休闲广场、甘工鸟文化主题公园、
广播电视发射塔、广播电视演播中心
以及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55个村级

文体活动室、69个农家书屋等城乡
“三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不仅如此，保亭县政府每年组织开
展民族歌舞演出、黎族苗族民歌比赛、
广场健身操舞比赛、社区文艺汇演、农
民文艺汇演及文艺下乡等各类文化活
动100多场次，同时积极推进精准文化
扶贫。“一年下来，我们要进行200多场
演出，几乎每天都在排练，虽然辛苦，但
能传播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值得。”三
道镇三弓村村民黄柳慧说。

站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保亭将继续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省第七
次党代会及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举全县之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一城一
园两基地”建设，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力打造富裕保亭、文明保亭、
和谐保亭、美丽保亭！

（本报保城4月9日电）

亮点

当好政治生态
“护林员”

■ 本报记者 贾磊

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的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素有“绿色宝库”
之称，多年来，保亭人民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细心呵
护自然生态。

近年来，作为当地政治生态的
“护林员”，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
委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工作，着
力打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开通信访“绿色”通道

为解决基层群众信访举报无
门、顾虑多等问题，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纪委县监委建立了领导班
子下基层走访接访制度，变被动
接访为主动走访，多角度全方位
收集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线索，着力构建脱贫扶贫、侵害
群众利益等问题信访绿色通道。
2016年以来，共收到扶贫领域信
访举报问题24件，切实打通了服
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秉持“绿色”办案理念

“近年来，我们运用‘绿色’
高效的办案理念查处了一批违
纪典型案例，如县政务中心工作
人员‘庸懒散’问题，3天内处分
了23名违纪人员；县医院‘天价
停尸费’问题，2天内处分了6名
违纪人员；嬉水节高价停车费问
题，2天内处分了 5名违纪人员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涉
及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影响
大的问题，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纪委县监委始终坚持快查快结，
通过整合全县纪检监察干部资
源、调配精干力量、理顺部门衔
接，科学研判、集中突破，办“性
价比”最高的案件，以集约高效
的“绿色”办案理念回应群众和
社会期盼。

打造“绿色”纪检队伍

为顺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纪委县监委以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为契机，开展“作风建设
月”系列活动。通过理论学习、
谈心谈话、领导家访等方式，着
力解决纪检监察干部站位不高、
作风不实、能力不足、执行不力、
自律不严等问题。通过建立干
部监督部门、健全内控机制，不
断强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
我净化和自我提升，着力打造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绿色”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

（本报保城4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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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接待游客476.55万人次

同比增长22.5%
旅游收入10.76亿元

同比增长45.62%

2017年
县域经济指标
持续向好

全县生产总值
27.19亿元，同比增长7.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7亿元，同比增长2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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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5年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获评国家5A级景区

2016年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

园景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

文化部、财政部授予保亭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荣誉称号

文化旅游
亮点纷呈

保亭县城风光如画。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是我国最
大的红毛丹生产基地，种植面积3.3
万亩。当地每年开展红毛丹采摘季
活动，结合黎族苗族民俗风情，吸引
游人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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