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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琼中活动日”举行

山水琼中，邀您见证30年辉煌巨变

■ 本报记者 郭畅

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充
满时代感的文字，带领参观者
重新“走过”琼中 30 年变迁
路。7月7日上午，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琼中
活动日”在省博物馆多功能厅
举行。为期4天的活动，采取
“图片展+视频播放+特装展”的
形式，充分展示了琼中30年来
的发展和变化。

展馆内，人潮涌动，不少人
驻足观看了解琼中30年来的
发展变迁。琼中有关部门工作
人员还精心布置了琼中原生态
农产品展示台，便于观展群众
了解琼中的特色农产品。

“琼中活动日”图片展示
内容围绕“关心指导感恩奋
进”“琼中发展沧桑巨变”“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保护
成果丰硕”“民族文化大放异
彩”“城乡面貌美丽蝶变”“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事业
快速发展”“党的建设全面
加强”“展望未来前景辉煌”
等 11 个方面，充分反映了琼
中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和辉
煌成就。

海南日报社编委、南国都
市报总编辑在推介会致辞中表
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成就展“市县活动日”从5月
14日正式启动以来，每场活动
都有创新、都有突破、都有新亮
点。“琼中活动日”更是精彩纷
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集合全
媒体联动报道，同时现场聚集
近30家省内外的兄弟媒体，共
同为活动发声，将琼中的发展
成就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了
解琼中、爱上琼中。

30年来，琼中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
引，励精图治、砥砺前行，在波澜壮阔的改
革发展进程中，谱写了经济增长、社会进
步、生态宜居、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辉煌
篇章。“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
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带领全
县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谱写新时代琼中发展新篇
章。”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叶兆承表示。

回顾这30年，琼中的发展日新月异，
成就辉煌。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2.03亿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7.67 亿元，增长
23.48倍；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987
年的 710.4 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 2.8亿
元，增长40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1987 年的 390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0840 元，增长 28倍；固定资产投资从
1987 年的 0.16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6.45亿元，增长290倍；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从1987年的0.67亿元增长到2017
年的19.55亿元，增长29倍。

30年来，琼中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原则，深入实施

“生态立县”战略，推进人与生态共生共
融，积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特别是
2012年以来，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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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
思路和“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布
局，努力创建“一地两县三区”和全县各族
人民美丽幸福家园。

如今，琼中全域旅游格局已基本形
成，“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享誉省内外。
已建成番道村、便文村等省级旅游示范点
5个，推出什寒村、新寨村等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10条。琼中先后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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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成功入选海南首
批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县。其中，什寒村荣
获了“最美中国乡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村”等称号。

近几年，琼中绿色农业提质增效，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深入实施特色产业“百村百
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计划，绿橙、桑蚕、
养蜂、山鸡、稻鱼共生等特色产业形成规
模，琼中山鸡、琼中鹅等养殖基地建成投
产，琼中小黄牛、琼中缫丝厂、桑蚕原种厂
等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农超、农餐、农企对
接新业态快速发展。据统计，琼中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312家，打造休闲农业示范
基地4个、专业示范村90个，培养农村致
富带头人1100名，带动农户1.2万余户。

琼中以创建“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区”和
“商标富农示范县”为契机，多措并举大力
实施商标战略，“琼中绿橙”“琼中蜂蜜”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琼中山鸡”等92件
新增商标走俏市场，绿橙万亩基地、桑蚕产
业园列入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特色农业
成为琼中农民增收主要渠道。

琼中通过“三园合一”举措（三园：海南
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湾岭农副产
品加工园、生态科技产业园），打造海南中
部（琼中）绿色产业园。综合物流园被列为
省级重点园区，海南省农村综合产权交易
中心落地筹建。出台全省首例贫困地区
《关于推进金融业发展和鼓励企业上市的
实施意见》《琼中工业用地先租赁后出让管
理办法》，吸引一批优秀企业入驻园区，已
吸纳企业16家，投资金额达4.7亿元。与
澄迈、海南生态软件园签署合作协议，在全
省率先推行飞地经济合作。

琼中坚守生态底线，重点开展城乡打
违、森林资源保护、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六
大专项治理行动，率先在全省推行富美乡
村水环境治理PPP模式；生态县建设考核
连续三年优秀，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创
建工作通过国家中期评估，成功入选“第一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生态保
护与建设示范区、主体功能试点建设区；先
后荣获“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全国
魅力十佳市县-生态建设县”“国家林下经
济发展示范基地”等称号。琼中县什运乡
荣获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国家级）。

实施扶贫开发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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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连续五年超
额完成省里下达的减贫任务，
连续三年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
核全省优秀，2016年荣获“全
国扶贫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2017年荣获“中国全面小康扶
贫十佳县市”称号。

2016年以来，琼中率先在
全省制定出台了“1+13+36”脱
贫攻坚制度体系（“1”即脱贫攻
坚“十三五”规划纲要，“13”即
年度实施方案及农业特色产
业、生态旅游业等“十二个一
批”子方案，“36”即扶贫资金项
目管理、扶贫物资（种苗）采购、
贫困退出机制等配套政策），夯
实了脱贫攻坚制度根基。同
时，建立激励机制，大力表彰致
富带头人、脱贫之星，激发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琼中加大投入力
度，深入挖掘黎族、苗族文化。
黎族歌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省级黎族民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脱颖而出。截
至目前，被列为省级以上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共有9
项，其中《琼中黎族民歌》和《海
南苗族民歌》为国家级项目；非
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传承人99
人、省级传承人4人、国家级传
承人1人。“三月三”民族文化
品牌不断创立、巩固、成熟进而
被世人所熟知。

琼中“城景合一、产观一
体、山水互动、黎苗风情、功能
完善、绿色低碳”的生态县城建
设理念得到大众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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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琼中大力开
展“双创”工作，海榆中线道路
功能提升和立面改造频获点
赞，荣获2016年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省级卫生县城通过验
收；长征等5个特色产业小镇加
快建设，湾岭、上安、什运等风
情小镇立面改造提前完成；打
造富美乡村112个。

今后，琼中将继续按照“一
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布局，突
出“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三大主题，全面构建“五
片八区十线”全域旅游格局，打
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

“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于一体
的海南生态民俗旅游胜地，将
琼中建成海南全域旅游示范
县，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打
绿色牌，走特色路”总体思路和

“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布
局，持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力促全县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推动琼中跨越发展、绿色
崛起，建成海南中部绿色崛起
实验示范区和全县各族人民美
丽幸福家园。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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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
1987年 2.03亿元
2017年 47.67亿元
增长23.48倍

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1987年 710.4万元
2017年 2.8亿元
增长40倍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987年 390元
2017年 10840元
增长28倍

固定资产投资
1987年 0.16亿元
2017年 46.45亿元
增长290倍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987年 0.67亿元
2017年 19.55亿元
增长29倍

7月7日上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琼中活动日”在省博物馆举办，观展的群众络绎不绝。

观展群众拍下心仪的作品。

拿着展览简介准备入场观展的群众。

观展的小伙伴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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