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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来，我们家生活越过越
好，越来越幸福。”6月 30日，在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

“万宁活动日”现场，61 岁的陈桂
香阿婆站在民生事业展板前激动
地说。

陈桂香说，这些年来，万宁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
认定。建成了北师大万宁附中等优
质学校，给孩子们创造了良好的教育
环境；家庭医生全面签约服务，老百
姓享受到越来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城乡环境面貌日新月异，老百姓生活
越来越舒心。

事实上，万宁一直将增进民生福
祉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在就业、社会保
障、保障性住房、农村饮水安全、扶贫
开发以及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因
地制宜解决路、水、电、网等问题，拓宽
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生产性、经营性、工
资性和财产性收入，为民办实事好事。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万宁先后实施了“阳光低保”行动、
扎实推进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等，切实提升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与社会保障水平，完善以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慈善事业、行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
保障体系，并实现了25家镇级医疗
机构“限费医疗”全覆盖，职工五项
社会保险和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全
覆盖，城乡低保全面提标。

此外，万宁还围绕“三年攻坚脱
贫、两年巩固提升”的目标，加强扶贫
工作机制建设和资源投入，实施产业
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就业扶贫等14
项精准扶贫措施，落实星期六扶贫工
作日、扶贫专干、扶贫电视夜校等工
作 机 制 ，累 计 实 现 减 贫 5236 户
21510人。万宁市北大镇六角岭村
等10个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全市

贫困发生率从7.18%下降到2.37%。
历史昭示未来，岁月铸就辉煌；

蓝图催人奋进，征程任重道远。万
宁全力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以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总
抓手，全力推动万宁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保障民生
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重点，推行
改革开放创新体制，走出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
释放的发展新路。

（本报万城7月1日电）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万宁活动日”举行

万宁30年披荆斩棘实现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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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
展“万宁活动日”在省博物馆启动。

当天的展览既有精彩纷呈的舞蹈表演，也有充
满特色的万宁“特装展”，其中万宁咖啡、椰子产品
及椰子壳工艺品、椰子壳餐具以及国宴品牌鹧鸪小
青柑茶等特色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的目光。

兴隆咖啡展区以兴隆咖啡厚重的文化内涵和
底蕴为展示重点，讲述兴隆咖啡品牌故事。还有精
雕细琢的椰壳工艺品，包括椰壳制成的碗、餐勺、筷
子等，取材于海南最常见椰壳制作而成的椰壳餐具
极具海南风情，让市民游客爱不绝手。

当天展出的鹧鸪小青柑，是今年唯一入选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国宴茶饮。这种茶选用海南
民间流传千年的野生凉茶——鹧鸪茶叶与广东
新会的小青柑研制而成。上等的鹧鸪茶与上等
的小青柑一次美妙的“邂逅”，飘散出独特的清
香，成就了鹧鸪小青柑融合清甜的果香和醇厚药
香的独特口感。

“鹧鸪小青柑从去年11月中旬上市至今销售
额已经突破千万元大关。”尚南堂海南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郗志强介绍，鹧鸪小青柑茶选用
的是纯野生鹧鸪茶叶，总产量不稳定，该公司计划
在野生鹧鸪茶主产地万宁建设鹧鸪茶标准化种植
基地，以扩大鹧鸪小青柑的产量，“目前我们已经掌
握了野生鹧鸪茶的人工驯化技术，现在正加速推进
鹧鸪茶标准化种植基地落地。”

据了解，人工驯化后的鹧鸪茶能够达到亩产
1400斤鲜茶叶，按照每斤3元至5元的收购价，将
为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望成为当地农户
新的经济作物。“种植鹧鸪茶全程不打农药，是真
正的生态种植，同时种植鹧鸪茶也能够长期采收，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将有效防止贫困户返贫。”郗
志强说。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正计划以鹧鸪小青柑为切
入点，打造“茶文化+旅游”，以国宴品牌为支撑，向
世界传递的海南健康的生态环境和豁达淳朴的岛
屿文化，传承海南岛民1300年健康饮茶文化。

据悉，万宁将深度挖掘利用鹧鸪茶在民间的文
化影响，以旅游为载体，进一步扩大鹧鸪小青柑的
市场知名度与认可度，壮大特色茶产业，并发展具
备观光、体验、住宿、品茶及销售一体化的共享农
庄，为鹧鸪茶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以期
形成“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特
色农业产业，并打造成具有万宁特色的文化旅游景
点和文化品牌。

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志斌表示，万宁一
直坚持文化强市的理念，当前万宁正以建设自由贸
易区为契机，在结合侨乡文化、咖啡文化、冲浪文化
等，全力打造蓝色文化，继续挖掘红色文化，通过文
化提升万宁的旅游品位，将万宁建设成为滨海花园
旅游城市。 （本报万城7月1日电）

万宁市位于海南岛东南部沿海，陆地面
积 1883.5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550.1 平方公
里，海岸线长109公里。现辖12个镇（含农垦
改革后新设立5个居）、1个国营林场、1个华
侨旅游经济区，共有207个行政村（社区），全
市总人口约64万。

万宁是世界长寿之乡，全市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岁多，百岁以上老
人共有186人，占总人口30/10万。此外，万宁
还享有世界冲浪胜地、中国槟榔之乡、中国书
法之乡、中国武术之乡等美誉。近年来，通过
成功举办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国际冲浪赛、中
华龙舟大赛、环岛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重大会
议和品牌体育赛事，对外发布“多彩多情、万
福万宁”的城市名片，城市美誉度和知名度得
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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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
展“万宁活动日”在省博物馆举办专场推介会，图片
展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观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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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午，为期四
天的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成就展“万宁活动
日”在海口拉开帷幕。活动
采取“图片展+视频播放+
特装展+特色歌舞”的形式，
向外界展示30年来万宁市
在经济产业、文化事业、社
会民生及未来展望等多个
主题的内容进行全方位展
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成就展“万宁活动
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万
宁市委、万宁市人民政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省博物
馆共同承办，每天预计将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嘉宾
约6000人次观展。

根 据 党 中 央 决 策 ，
1988年 4月，七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
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经
济特区。从此，海南这个
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
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历史新阶段。

30年来，万宁与海南
经济特区共同成长。1996
年，万宁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22.2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4172元，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1394 万元；2017
年，万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03.9亿元，首次突破200
亿元大关，人均生产总值
35694 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6.24亿元，成为
海南东部最具活力的地区
之一。

30年来，万宁城乡建
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独具
特色，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日新月异，城乡公共交通
网络日臻完善，园林绿化
及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创建全面推进，科技、
教育和法治等社会事业蒸
蒸日上，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万宁的变化很大，和以前太不
一样。”6年前曾在万宁工作过的海口
市民陈琳参观展览后感触颇深，她
说，曾经坑坑洼洼的道路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平坦宽阔的街道、越来越
高的大厦以及越来越多的游客，“现
在的万宁越来越有城市范了。”

迎风蝴蝶衔相送，一路看花到万
州。近年来，万宁大力投入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更新城市软硬件设施。港
北大桥、万洋高速公路、太阳河大道
等项目有力推进，龙凤路、莲兴西路、
兴隆墟国道中心段改造全面完成，太
阳河、龙尾河整治和太阳河旧河道修
复基本完成，东山河整治、太阳河至
东山河水系连通前期工作扎实推进
……一批支撑万宁长远发展的交通、
水利、电力、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
继开工建设。

“万宁拥有百里黄金海岸，天赐
群峰，先天优势明显，要想留住客人，

更需要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
入。”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万宁
还通过实施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
工程”，开工建设自然村道路431公
里，窄路面拓宽316公里，县道改造
58公里，危桥改造19座，交通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43.7公里，旅游资源公路
7.4公里，进一步改善市域交通环境，
并实现了城市和行政村4G、光网及
重点公共场所WIFI全覆盖。

不断加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也增加了万宁经济统筹发展的底
气。2017年，万宁全市97个重点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29.1 亿 元 ，增 长
15.4%。招商引资新项目13个，协议
投资总金额254.9亿元，其中12个项
目已注册落地，深圳宝能、四川佳乐
等一大批企业进驻，投资领域涵盖医
疗健康、文化旅游、农产品、海洋、会
展等领域，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万宁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

善，带动了万宁旅游、酒店等产业的
发展，城市发展很有后劲。”万宁首创
奥特莱斯总经理林爱国表示，万宁地
处海口和三亚的中间地带，辐射南
北，交通便利，近年来不仅游客增多，
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

旅游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万宁全域旅游建设加速
推进，通过设立全域旅游大数据中
心，建设“乡村旅游百花园”项目，健
全旅游交通配套，开通旅游线路公
交，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充分
发挥“旅游+新业态”，拓展旅游空间
和参与度。

“在国内冲浪，没有比万宁更好
的地方了！”在万宁日月湾，来自北京
的冲浪爱好者Fiona抱着冲浪板向
大海奔去。通过着力锻造新的旅游
品牌，创新营销工作思路，完善旅游
配套，海上旅游逐渐成为万宁旅游发
展的一大核心推动力。

在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同时，
万宁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放在同等重
要的地位，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向
文化集聚，挖掘悠久的文化传统。
文学创作，艺术表演，诗书画创作，
风采各异的根雕、木雕等崇文风尚
遍及万宁城乡，男女老少参与其间，
激扬起新时代生活的文明气息，陶
冶着身心情操。

背靠青山，面朝大海，山、海、水、
林、城、镇为一体，万宁丰富的自然文
化资源交替相融，被联合国人居署亚
太办事处授予“2016亚洲都市景观
奖”，去年又被评为“2017中国绿色
发展优秀城市”。如今的万宁，交通、
水电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备，旅游、互
联网、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蓬勃
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一流水
平，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
市发展潜力充分释放。

30年筚路蓝缕，万宁城乡建设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万宁经济、
社会、历史、人文等软硬实力获得全
面提升。

在经济增效方面，万宁认真解决
工业项目建设要素问题，制定扶持政
策，让新型工业得以较好落地和加快
建设。特别是以释放本土特色资源
优势、增加城乡就业容量为导向的矿
产资源加工、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
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17年万宁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1.1%，
增速排名全省第二。

在特色产业方面，万宁大力培
育特色农业品牌，同时加快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农村经济
和农业生产持续迅速发展。目前，
万宁兴隆咖啡和万宁柠檬获得农业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兴隆咖啡
获海南省十大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兴隆咖啡谷、口味王获评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万宁特色
产业“接二连三”，发展迅速，槟榔城、
咖啡公园等一批代表性项目建设提
速，兴隆咖啡谷等4家农庄入选海南
共享农庄创建试点，创建4个生态循
环农业园。国宴品牌尚南堂也从研
发鹧鸪小青柑茶，到以旅游为载体，
将充分挖掘鹧鸪茶在海南民间的人
文文化，发展具备观光，体验，住宿，
品茶及销售一体化的共享农庄，为鹧
鸪茶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性。以期形成“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
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特色农业产业。

在乡村旅游方面，万宁以特色产
业为支撑，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随
着兴隆国家绿道的逐步开放，热带花
园至咖啡谷的乡村旅游休闲体验绿
道带初步形成，文通村、竹埇村、溪边

村、橄榄树山庄等系列特色美丽乡村
焕发新颜。

“我们正策划结合滨海旅游公
路，建设配套滨海旅游休闲驿站，打
造滨海旅游公路项链圈上的‘美丽珍
珠’。”万宁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7 年，万宁累计接待过夜游客
423.4万人次、增长7.0%，其中入境
游客增速高于国内游客增速，旅游收
入增速高于旅游人次增速，旅游业质
量效益不断提升。

在城市治理方面，万宁高位推
动，以巩固省级卫生城市（以下简称

“巩卫”）为抓手，着力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万宁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属地管理”的原则，将建成区划分
为17个大网格、134个网格点，实行

“网格化”“巩卫”，同时配齐环卫设
施，健全相关制度与常态化机制。3
年多来，“巩卫”让万宁城乡面貌大变

样，城市管理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
升，也收获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在文化发展方面，万宁一直坚持
文化强市的理念，以建设自由贸易区
为契机，继续挖掘红色文化，并充分
利用万宁109公里海岸线丰富的旅
游资源，全力打造蓝色文化，结合侨
乡文化、咖啡文化、冲浪文化等，积极
打造具有万宁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
和文化品牌，通过文化提升万宁的旅
游品位，将万宁建设成为滨海花园旅
游城市。

万宁还通过国际冲浪节、中华龙
舟赛、全国海钓锦标赛、欢乐节、环岛
自行车赛等一系列赛事、节庆、文化
活动，积极打造新的城市名片，并通
过打造东山岭、九里书屋、六连岭革
命根据地等文化旅游景点，以文化繁
荣助推美好新万宁建设。

万宁软硬实力全面提升

万宁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
“万宁活动日”举办“特装展”

兴隆咖啡和鹧鸪小青柑
飘香展会

30年来

30年来

万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30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