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 288.04 亿
元，增速全省第三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78亿元，增速
全省第五

固定资产投资218.33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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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林
晓君 刘笑非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
讯员 张琳）今天上午，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儋州活动日”
专场推介会在省博物馆举行。通过
164张照片，回溯儋州30年发展历
程，展现儋州30年发展成就。本次
活动将持续举办至6月23日。

推介会上，独具儋州特色的调
声表演吸引了众多观展者驻足观

看。儋州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从自然
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发展成
果等方面推介儋州，并向广大群众
发出诚挚的邀请。

据了解，此次专题推介会通过图
片、视频、特装展、地方歌舞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展示建省30年以来儋州
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图片展围绕

“党的领导”“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五大篇章，

带领观展者感受儋州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

“市县展与成就展互为补充、融
为一体，每天迎来约6000人次来自
全国各地的观展嘉宾。”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副社长、总经理翁朝健表示，
继“陵水活动日”“保亭活动日”和“五
指山活动日”成功举办后，迎来了“儋
州活动日”。今天30多家岛内外媒
体共同为儋州发声，把儋州之美带到

祖国各地。
儋州市政协主席谢雄峰表示，省

委、省政府赋予儋州市辐射西部、服
务全省“海南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
定位，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儋州全
市上下以“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责
任担当，着力将儋州打造成为海南西
部区域集教育、医疗、文体、消费、服
务为一体的中心城市。

“这30年的变化太大了！人民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治安更好了，生
活也更加便利了！”从小生活在儋州的
市民彭宏智，大学毕业后回到儋州工
作，通过今天的展览，她更直观地感受
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发生的变化，作
为儋州的一分子，她倍感骄傲。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
办，儋州市委、儋州市人民政府、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博物馆共同
承办。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儋州活动日”举行

千年古郡“晒出”30年亮眼成绩单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笑非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张琳

风景静谧的松涛水
库、鬼斧神工的石花水洞、
巍峨耸立的儋阳楼……
一张张照片、一组组数
据，勾勒出儋州发展的30
年印记。从海南西部的
一座小城，到如今被赋予
“辐射西部、服务全省”海
南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
定位，这是儋州跨越式发
展的30年，也是海南经济
腾飞的30年。

21日上午，在位于海
口市的省博物馆，一曲悠
扬的儋州调声，拉开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成就展“儋州活动日”的帷
幕。展览以“图片展+视频
播放+特装展+地方歌舞展
示”的形式，展出记载儋州
30年来发展成就的164张
历史照片，带领参观者探
寻千年古郡、魅力儋州，感
受该市在经济发展、社会
民生、文化建设等方面发
生的显著变化。

“变化很大，和以前太不一样。”10年前曾到过
儋州的海口市民沈霖参观完展览后，感触颇深。儋
州曾经道路坑坑洼洼的景象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
是平坦宽阔的街道、兴旺的商业广场。“现在再去儋
州，我肯定不认识路了。”沈霖打趣地说。

近年来，儋州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仅在“十
二五”时期，全市累计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10.38亿元，那大城区和滨海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儋州打造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不断加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了儋州经
济统筹发展的底气。大力发展的热带高效农业、旅

游会展业、健康养生房地产业、互联网信息产业、新
型工业和海洋产业、文化体育和教育等新兴服务
业、现代物流业等，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时光回溯至1988年，彼时儋州的工农业总产
值仅为2.55亿元；1993年儋州撤县设市，全市社会
总产值增加至24亿元；201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
儋州升格为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230.2亿
元。而到 2017 年，儋州已实现全市生产总值
288.04亿元，增速全省第三；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2.78亿元，增速全省第五；固定资产投资218.33
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旅游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儋州重点

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建设包括
东坡文化旅游区等一批重点旅游项目以及光村雪
茄风情小镇、兰洋温泉风情镇等具有特色的旅游风
情小镇，丰富游客体验感。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
端午小假期间，儋州共接待游客10.99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达5066万元。

儋州市政协主席谢雄峰表示，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年以来，儋州市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进步，民生不断改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社会
取得长足发展，儋州将着力打造成为海南西部区域
集教育、医疗、文体、消费、服务等领域为一体的中
心城市。

“在家门口做手术真方便，费用也便宜了不
少。”不久前，生活在儋州那大镇的符大爷，在海南
西部中心医院做完第二个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
手术从申请入院到出院，前后5天时间。而过去，
他需要前往海口的大医院排队才能就诊。

近年来，儋州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大力开展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经济保
障房等民生项目建设，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等“三
保障”，切实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数据显示，2017年儋州全市民生支出62.96亿
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6%。这些投入
使儋州连年完成惠及教育、就业、医疗、扶贫、基础

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十大为民办实事”任务。
在医疗保障上，该市加大宣传医保政策力度；

完善医疗保障“五道防线”；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患者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健康档案；在全市公立医
院、省内三级定点医院全部实现贫困人口就医“一
站式”结算。

在教育方面，2015年至2017年，儋州市财政
分别投入20.39亿元、22.57亿元、24.52亿元，助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前全市实施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项目699个，总建筑面积达46.44万平方米。

住房是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儋州从
2008年以来，累计投入 28.34 亿元，开工建设城

镇保障性住房14155套，解决6.37万人的住房困
难问题，圆中低收入群众“住房梦”。通过全面
摸清危房底数，全力推进危改，让困难群众住进

“安全房”。
据儋州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儋

州共投入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22亿元，实现
5400户26483人脱贫，8个贫困村摘掉“穷帽子”。
其中，投入产业扶贫资金1亿多元，发展包括37个
种植业、66个养殖业、2个光伏产业、3个加工业的
特色产业项目。目前，和庆镇美万新村、大成镇南
吉村和新营村、兰洋镇南罗村、中和镇天堂村和东
坡村等美丽乡村基本建成。

“特别想去儋州玩，尤其是想尝一尝当地的美
食！”在“儋州活动日”现场，海南大学学生韩童童被
展厅里的儋州美食美景所深深吸引。她激动地掏
出手机，将展厅里的各式儋州美食介绍记录下来，
分享给未能到现场的朋友。

尤其令韩童童着迷的是现场的调声表演，在
200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此外，儋州古法制糖技艺、
海盐晒制技艺、儋州山歌、海南端午习俗（泊潮海龙
舟）等，也均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谢雄峰介绍，儋州历史悠久，是海南最早设
置行政建制的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特色文化
浓郁，素有“诗乡歌海”之美誉，先后荣获“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和
“中国书法之乡”的称号。

而近年来，儋州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推进
东坡文化旅游区等文化重点项目建设，该市以办好
东坡文化节、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和国际象
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大赛、国际马拉松赛等“两节两
赛”等重大文化活动，打响儋州“四乡”文化名牌。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力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
时，坐拥生态优势资源的儋州，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到城市总体发展战略中。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国家卫生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一创两
建”工作中，提升儋州在全省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
位和作用。

在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工作中，儋州全力
开展大气、水体、土壤等专项整治工作。其中，该市
环境空气优良率达到98.3%，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境内北门江、春江等主要
河流都达到水质功能目标要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率100%，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水平。

此外，儋州强化制度建设，开展以“制定生
态补偿实施细则和绩效考核细则、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监测平台”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试点，建立和完善源头严防、过程严控、
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管理好生态红线，严守生
态底线，保障生态安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1988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55亿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 1.7109亿元，工业总产

值8356万元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儋州活动日”举办专场推介会

164张历史照片展现奋进历程

经济建设刷新成绩单

保民生提升幸福指数

打造生态文化新局面

数读儋州

2015年 儋州升格为地级市，经济社
会稳步健康发展，地区生产总值230.2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3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0.33亿元

2014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12.1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5.29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62亿元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4亿元

2000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过50亿
大关，比1995年增长71.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7940元，工业总产

值20.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7亿元

1995年 全市社会总产值过40亿大

关，达 49.12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 31.26 亿

元，比“七五”期间高5.2个百分点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437元，比“七五”末增

长2.3倍

地方财政收入1.44亿元，比“七五”期间提

高32.4个百分点

1993年 儋州撤县设市，全市社会总

产值过20亿元大关，达24亿元，国内生产总

值达 16.15亿元，国民收入达 13.7亿元，工农

业总产值15.74亿元

1990年 农业总产值2.26亿元，居全

省各市县之首

在全省1990年度农业表彰大会上获 49
项奖励

财政收入完成283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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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独具儋州特色的调声表演引人入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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