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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拔“穷根”城乡面貌换新颜 加强党建惠民生

琼中：特色＋绿色 奏响海南中部发展新乐章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 陈欢欢 陈泽汝

4月9日，天朗气清，坐落于群山之间
的和平镇堑对村一片祥和。村里的家禽养
殖合作社理事长陈书文拉着两筐土鸡，驱
车经过一条横跨乘坡河的大桥，准备给县
城买家送货。

几年前，陈书文还在琢磨什么时候才
能摘掉“穷帽”，如今，他盘算着如何才能将
村里产业壮大，带领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过去住在老瓦房里，守着一点槟榔
树、橡胶树艰苦维持生计，其余的产业，
想都不敢想。”陈书文说，2017 年，村里
新成立的家禽养殖合作社营业额达到
了20余万元，这多亏了政府暖心的扶贫
政策。

有着“春夏的草原、秋冬的海”之称的
堑对村，不仅继续壮大特色产业，还谋划着
发展旅游业，今年迎来了 9批俄罗斯游
客。捧起了特色产业、全域旅游的“饭碗”，
村民们逐步摘下“穷帽”，努力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

堑对村的蜕变仅是琼中黎村苗寨华
丽变身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琼中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生态
保护为前提，以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
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整合资金为手段，以
基层党建为保障，推行“扶贫+”模式。
同时，加大力度推进农业产业扶贫、生态
领域扶贫、危房改造、健康、教育等重点

扶贫工作，通过全面推进十二个脱贫工
程，真正解决了老百姓“两不愁、三保
障”。

产业兴，钱袋鼓。近年来，琼中发展种
桑养蚕、养蜂、黑山羊养殖等9大特色产
业，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让每一
位贫困户都有脱贫动力，让每一个贫困村
都有发展产业，实现了产业扶贫由“输血
型”向“造血型”转变，闯出一条产业扶贫多
元化发展的新路子。

特色种养稳增收、富美乡村挪穷窝、乡
村民宿兴旅游……当精准扶贫的“大旗”插
遍海南腹地的穷乡僻壤，琼中各级帮扶干
部扎根一线，各地贫困群众不等不靠，正合

力交出一份可喜的扶贫“成绩单”。
特别是实施扶贫开发近5年来，琼中

坚持实行党政同责，举全县之力，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连续5年超额完成省下
达的减贫任务，连续3年专项扶贫资金绩
效考核全省优秀，建档立卡工作得到国务
院督导组充分肯定，2016年荣获“全国扶
贫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成效显著。

2017年，琼中实现年度脱贫2346户
9530人，比省下达任务8822人多出708
人，剩余贫困人口1158户 4510人；贫困
发 生 率 从 2017 年 初 的 10.79% 降 至
4.15%，获评“2017年度中国全面小康扶
贫十佳县市”。

脱贫攻坚再创佳绩
2017年9530人摘“贫帽”

2017年，琼中加大扶贫投入力度，整合各类资金3.9
亿元，同比增长123%，深入推进十二大脱贫工程，率先
在全省启动农村户籍人口全面排查工作，年度脱贫2346
户 9530人，完成省下达任务的108%，贫困发生率从
10.79%降至4.15%，贫困村整村出列7个，荣获“中国全
面小康扶贫十佳县市”称号。

富美乡村品牌打响
农村“五网”设施日益完善

率先在全省开展管道燃气进村工程，道路硬化通达
率、自来水普及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电网、互联网实
现全覆盖。什寒村等3个村入选国家首批绿色村庄，金
妙朗村、鸭坡村分别评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美
丽宜居村庄，中朗村、水央村荣获国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示范村称号，便文村等3个村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什统等14个村荣获省“星级”美丽乡村称号。

“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
享誉省内外

建成番道、便文等省级旅游示范点5个，推出什寒、新
寨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10条。先后荣获“最美中国·民俗
（民族）风情目的地城市”“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区”等称
号，成功入选海南首批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县。什寒村荣获

“最美中国乡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称号。

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前列

“六大专项”整治成效显著，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创建工作通过国家中期评估，率先在全省推行富美乡村
水环境治理PPP模式，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荣获“中国候鸟
旅居小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城市”等称号。

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百姓得利更多

保障性安居工程连续三年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城
乡基本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率先在全省实施高中“三免
一补”和学生阳光餐饮工程；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实现均等
化，率先在全省启用孕情服务综合管理平台。

琼中女足勇夺三年世界冠军

琼中女足连续三年夺得“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
赛女子组冠军。2017年，代表海南省参加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在群众比赛项目笼式五人制足球女子赛中摘得
冠军。 （郭畅/整理）

富美乡村什运乡光一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几年没回过家乡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外出务工者郑加辉，
赶在今年清明节前夕踏上了回乡
路。从海口出发，沿海南中线高
速驶入琼中县城，郑加辉欣喜地
发现，整个车程不超过两小时。

“30年前，我外出打工，坐客
车到海口要用大半天时间。”郑加
辉说，如此的“加速度”，让自己对
家乡的其他变化充满期待。

看着县城具有黎族、苗族风
情的各式楼房，走在宽敞洁净的
马路上，郑加辉的思绪一下回到
多年前。“我记得过去这里是个
小荒坡，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漂
亮。”郑加辉说，三月三大舞台、
文体演艺中心、音乐喷泉和在建
的民族文化博物馆，把这座小城
装扮得分外美丽。

30 年前的琼中，城旧、路
窄、楼旧，人们为温饱而疲于奔
波；30 年后的琼中，城乡面貌
美、路宽且畅，居民追求生活质
量提高。

曾经，农民守着一亩三分
地，住着漏水的危房勉强度日；
如今，全县产业多元化发展，百
姓走在奔小康的路上，纷纷住进
了一幢幢崭新靓丽的楼房。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说，近年
来，琼中紧紧围绕“打绿色牌，走
特色路，保护生态环境，做强生
态旅游业，提升绿色农业，做优
绿色工业，传承黎苗文化，改善
保障民生，建设生态县城”的总
体发展思路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一路拼搏，一路
欢歌，如今琼中将继续以奋斗的
姿态谱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

村民房前屋后的菜园种植各类蔬菜，
村道干净整洁；文化广场上，人们的广场舞
跳得热火；广场周围，“两学一做”文明墙和

“中国梦”画廊引人驻足……近日，在琼中
黎母山镇加林村，记者看到了这番景象。
村民们说，这一切的嬗变，得益于村级党组
织建设。

30年来，琼中紧紧围绕“规划先行、资
金联动、突出民俗、产业支撑”的创建思路，
深入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施“联
心富民”工程，全面打造“党员驿站”党建服
务品牌，推行网格式村级便民服务站，逐渐
探索出一条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智能
化、科学化、信息化的新路子。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老百姓最关心当
属民生事业，发展得好不好，全看基层党建
绘就的“蓝图”好不好。

琼中“党建+社会管理”做实民生事
业。“这么多年东奔西跑，很难将党组织的

服务和村民的诉求及时传送，心里空落落
的。这回好了，不管到哪儿，随时随地都能
与党组织和村民联系上。”说话的人，是什
运乡什运村网格员王菊连。去年，在什运
乡网络监管员罗爱玲的指导下，王菊连通
过开通“社区 e通”，成功注册了个人账
号。“‘社区e通’让我有了底，内心有了归
属感。”

为强化网格管理，探索基层党建工作
新方式，什运乡开通了党组织服务管理综
合平台——“社区e通”。通过该平台，网
格员可以随时随地将网格区域内居民的公
众诉求和服务需求传送至乡里的党组织，
也可以及时为居民提供服务和解决难题，
实现将党建工作综合平台建成联系和服务
群众的“连心桥”。

近年来，琼中积极探索“党建+社会
管理”发展模式，将“网格员”和村级便民
服务站的“代办员”合二为一，实现村级

便民服务站全覆盖。并充分将农村服务
平台与基层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相融
合，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作用，将党建工作和服务延伸至各
村（居）委会中去，打通了村民办事难“最
后一公里”。

琼中“党建+扶贫”惠民生。湾岭镇鸭
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弟是村里的致富能手，
2010年黄弟在群众的推选下当上村党支
部书记，上任后他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牵头成立蛋用
山鸡、养蜂、黑棕猪3家专业合作社，带动
270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近年来，琼中坚持贫困村党组织带头
人“个个过硬”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支党性
强、带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贫困村党
组织书记队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

支部强不强，关键靠头羊。为培养一

支党性强、带富能力强、群众公认度高的
“双强一高”的基层党组织队伍，琼中实行
“一村一策”，从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致富能
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复转军人、大学生
村官等优秀人才中，精心选拔贫困村党组
织书记，实现全部贫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百分百“一肩挑”。

此外，琼中还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深入实施贫困村“领头雁”和“种子”工程，
注重把贫困村青年农民致富能手培养成党
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贫困村干部、党
组织书记，不断发展壮大贫困村后备干部
队伍。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
年，琼中作为中部山区县，正跟随着新时
代，打绿色牌，走特色路，一心一意谋发
展，书写一幅砥砺前行、跨越赶超的壮丽
篇章。

（本报营根4月11日电）

街道就像是一个城市的经脉，不仅连
通着居民和过路客的日常生活，更直接反
映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和整体风貌。

30 年的风雨沧桑，琼中的“七经八
络”早已通过立面改造工程脱胎换骨，蜕
变成蝶。

“过去的琼中可没这么魅力四射。”今
年57岁的陈广源是个“老琼中”，居住在海
榆中线路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以
前琼中县城街道两旁房子很破旧，墙漆又
脏又黑，马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一点也没个
县城的样子。

海榆中线琼中县城段于上个世纪80
年代修建，不仅是琼中的城市“经脉”，更
是连接五指山、乐东、保亭等周边市县的

交通要道。可道路两旁的建筑风格不一，
老城区和新城区的房子差别较大，尤其是
老城区的建筑，比较破旧，个别存在年久
失修的情况。

如今，沿着海榆中线走进琼中，仿佛
走进七彩的童话世界中，船型屋、甘工
鸟、大力神等民族图腾，镶嵌在墙体中、
穹顶上亦或是马路护栏上……浓郁的黎
族苗族文化，丰富的色彩元素、鲜花元素
成为琼中县城立面的主基调。城市灯光
夜景、墙面立体彩绘、城市立体绿化、城
市雕塑小品等，每一处都匠心独运，形成
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令人目不暇接，惊
喜连连。

“这次来琼中过冬，发现琼中变化太大

了，以前那个破旧不堪的模样我已经想不
起来了。”在琼中过冬的“候鸟”老人王丽云
说，琼中县城越来越美，市政设施也越来越
完善，她明年打算把家人都接来过冬。

在立面改造过程中，琼中注重城市发
展的产业化升级，不断完善吃、住、行、游、
购、娱产业链，县城特色产业从单一走向了
多元。

“灵芝是琼中有名的特产，立面改造
后，政府免费帮我们重修了外墙面，还挂上
了设计感十足的招牌，很多过路客成了回
头客。”位于琼中海榆中线的灵芝特产店老
板说，立面改造增加了浓厚的黎苗风味，不
仅改了外表，还增加客人对产品的认可度，
让店面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生意越做

越红火了。如今立面改造直接受益居民、
商户665家。

除了提高本地居民的幸福感，这座山
城凭着“天然氧吧”“养心天堂”等独特魅力
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候鸟”人群。

一切变化，都源于琼中“创新求变”的
思维。30年间，琼中经历了粗放到精细、
探索到成熟的蜕变期。

近几年，琼中规划管控体系实现全
覆盖，基本形成全域景区化城乡发展格
局。琼中县城荣获2016年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省级卫生县城通过验收；长征镇
等5个特色产业小镇加快建设，风情小镇
立面改造提前完成，着力打造富美乡村
112个。

闯多元化扶贫新路子

变城乡面貌提幸福指数

跑出民生事业加速度

美丽的琼中县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琼中女足在训练中。 琼中县委宣传部供图

琼中绿橙观光基地琼中绿橙观光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数读琼中
30年经济发展

第三产业

43.3

1987年 2017年
生产总值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亿元

0.07亿元

0.16亿元

0.67亿元

390元

47.39亿元

2.82亿元

46.45亿元

15.9亿元

10840元

GDP总和

295.84亿元
占30年总和的66%

2009年—2017年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和

22.53亿元
占30年总和的76%

固定资产投资总和

234.15亿元
占30年总和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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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25.85

1987年三次产业结构比（%）

黎族女孩在展示
绿橙产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比（%）

第一产业

64.75

第二产业

9.40
第一产业

42.0

第二产业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