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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与促进农村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结合，做足“面子”，做实“里子”

海口：内外兼修打造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必须内外兼修，
既要做足‘面子’，更要做实‘里子’。”
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旭明看来，乡村建设不能
只停留在表层，而是要发展产业，让
老百姓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速公路
驶至新坡出口，便来到了龙华区新坡
镇仁里村。这个被火山石覆盖的古老
村落，因地势起伏不平，过去一直缺少
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如何让“在石
头缝里讨生活”的农民真正富起来，成
了村干部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经过多次调研，仁里村决定与海
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在村里推广种植野生石斛，农户不
但可以入股，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
获得工资收入。

“石头里也能蹦出钱来？”刚开始，
不少村民质疑，但很快他们就得到了
答案——2016 年全村实现整体脱
贫。“过去我们每户平均年收入不到
5000元，引入公司合作后，大家都积
极参股，现在每户每年收入达3万元。”
村干部李春说，原来那并不起眼的石

斛，如今成了村民们致富的“宝贝”。
得益于产业兴旺，仁里村的村容

村貌发生了改变。如今行走在村中，
村道干净整洁，一株株嫩绿色的石斛
随处可见。仁里村驻村第一书记周
克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党支部正
带领村民筹建一个集体股份公司，通
过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闲置资源
整合起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保
护当地环境的同时，探索发展新的产
业项目，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一刀切，而
是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地方特

色文化开展。”海口市规划委主任龙舒
华介绍，海口为此编制了《海口市市域
乡村建设规划》《海口市美丽乡村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海口也始终坚持以乡愁
文化为落脚点，不搞大拆大建，尽可能
挖掘地方文化特色，进行个性化塑造。

石山镇施茶村、永兴镇冯塘村、
三门坡镇龙鳞村……除了仁里村，海
口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将产业发展与美
丽乡村建设相融合，根据当地特色，因
地制宜创新发展模式，一批村美民富、
具有生命力的美丽乡村正在涌现。

过去提及农村，不少人的第一印
象是脏、乱、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大坡镇的树德村也是如此。

“以前大家环保意识不强，垃圾随
手就扔，村里到处都有家禽跑窜，一下
雨路都不好走。”在树德村生活了数十
年的村民陈绵荡，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村
子过去的模样，“不仅如此，村里没通水
电时，村民烧饭缺少柴火就砍家门口的
树，村里不少宝贵的树木资源被破坏。”

近年来，树德村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村民自筹资金作为集体建设资
金，并自觉投工投劳，拆除破旧房屋、
牛栏猪圈，清除村里垃圾，美化村容
环境，硬化环村路面，让这座古老村
庄重新焕发出生机。

与过去的脏、乱、差模样不同，如
今的树德村，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座以
观光休闲农业为载体，以农家乐、热
带高效农业发展为抓手，集红色文
化、休闲养生、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特
色村庄。2017年，树德村还被评为

“省级五星级美丽乡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海口注

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不断完善农
村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卫生环境、危房改造、农村
公路等建设工作。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海口在全
市乡村引入环卫一体化管理，配足农
村保洁人员，确保村庄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生活污水处理方面，海口采取
PPP模式推进项目建设，重点治理列

入美丽乡村建设名录以及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重要领域的村庄，截至2017
年底，共完成54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五网”建设方面，海口累
计完成农村公路水泥硬化路建设4527
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水泥硬化路。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越来越多村
庄美丽蝶变。2016年，施茶村、树德
村等6个村庄被评为“海南省三星级
美丽乡村”；2017年，26个海口乡村
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蓝天白云间，碧波荡漾，青草连
片，一株株嫩白的水菜花从水中冒
出，鲜嫩的花朵连成一片“花河”，漫
步周边，宛如置身世外桃源……遵谭
镇昌旺溪的这幅美景，定会让你觉得
不虚此行。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之一，水
菜花被称为“水质监测员”。可由于
生态知识的匮乏，在当地百姓眼里，
大家并不了解何为湿地，更不知道该
如何保护。

近两年来，海口不断加强湿地保
护与利用，发布《海口市湿地保护若
干规定》《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总体
规划》等相关政策，设立湿地保护管
理机构，明确各行政部门责任，制订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举全市之力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并积极创建五源
河、美舍河等国家湿地公园。

“如今，城里人纷纷跑来这儿看
湿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到这里考察
湿地，现在我们才知道湿地有多重

要！”在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村民
开始重视湿地，还主动加入到保卫湿
地的行列中。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保护湿地不仅是保护这片纯净的
水域，还包括保护依靠这片水生长的
黑脸琵鹭、水菜花、野生稻等珍稀濒
危动植物，也包括稻田与水塘。可以
说，保护湿地，就是保护我们的家
园。”遵谭镇武美村一名村民说。

除了保护，海口市政府也一直在

思考如何将湿地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
结合，保护性地开发，真正地盘活湿地
资源。在海口计划建设的45处湿地
保护小区，昌旺溪就在其中。

海口市龙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龙华区还计划在保护湿地景观的前
提下，将昌旺溪湿地小区建设与美丽
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打造旅游精品，
既能让到访游览的游客欣赏美景，还
能让村民真正地享受到生态红利。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南端的冯
塘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据说已有400多
年历史。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冯塘村
引入企业在村中开发冯塘绿园美丽乡村
旅游项目，带领全村脱贫。更难能可贵
的是，在开发的同时，冯塘村坚持将保护
生态与古村文化作为己任，走出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之路。

步入冯塘村，村里石屋林立，3年
前，这些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火山石
屋，因年久失修，不少已经变得破败不
堪。村子的四周，围绕着一大片未被
开发的橄榄林。

“冯塘村尽管生态资源十分丰富，
但却一直‘藏在深闺无人识’。”秀英区
永兴镇镇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村
里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近几年，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
人们留守。这个古老村落亟需找到一
条适宜发展的道路重焕生机。

2015年，冯塘村引入海口天堡嘉
园实业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在村内开
发建设冯塘绿园美丽乡村旅游项目，
项目投资近五千万元，于2015年12月
24日试营业。

“园区里目前共有80多位员工，
其中本村及附近村的员工就有70多
人，每人月均工资在2000元以上，男
员工工作3000元以上。冯塘村每户
至少有一人被园区录用，最多的一户
用工4人，全家最高月收入达到一万
元。”海口天堡嘉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斌说，在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到“家门口”就业。

在冯塘村的西北角，有一个天然
形成的火山溪谷，属于火山地形地貌

保护区。“不砍一棵树，不占一亩地，在
保护中开发。”企业进驻时，王斌曾这
样向村民承诺。在开发中，企业仅在
溪谷的上方悬空铺设了一条666米长
的木栈道，在不破坏这片溪谷生态的
情况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
观光。企业进驻后，村中一些被破坏
的湿地得到修复，村民在企业的带动
下，利用部分土地资源培育莲花，村子
还结合古村历史创建艺术家创作联
盟，为艺术家采风创作提供便利。

不仅如此，在政府和企业的帮助
下，冯塘村还整修了村中的道路和房
屋，安装新路灯，修建了公共厕所，全
村面貌焕然一新。

美丽环境带动美丽经济，得益于
产业的带动，村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冯塘村焕发出新活力，从“深闺”步
入人们眼帘。（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冯塘村在开发中坚持生态保护，突出特色文化资源

美丽乡村“复活”古韵古村

每逢周末，海口市秀
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总是
热闹非凡。游客们在乡
道上骑行、漫步，在火山村
落里体验淳朴的风土民
情，在石斛园里感受“互联
网+”产业的发展……不
仅是施茶村，海口越来越
多的乡村成了人们周末
休闲好去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
推广江浙好的经验做法，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近年来，海口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
导，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
农村经济发展，以高标准
高要求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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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村民在
管理石斛。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巨昌 摄

冯塘绿园由海口天堡嘉圆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项
目总面积约为1万亩。图为冯塘绿园共享农庄一角。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

到2018年底，将累计
建成106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逐步形成“五纵四横一
滨江”美丽乡村旅游带

“五纵”即沿海文高速
公路、海榆东线公路、东线
高速公路、海榆中线高等级
公路、海口羊山主干道美丽
乡村旅游带

“四横”即沿海口绕城
高速公路、老（城）—铺（前）
公路、长（流）—大（致坡）公
路、澄（迈）—文（昌）公路

“一滨江”即沿南渡江
西岸滨江公路建设的美丽
乡村旅游带

海口结合地形地貌特点、城
乡空间发展格局、开发建设结构
等因素，将市域范围内的乡村划
分为5个乡村景观风貌区：

生态保育景观风貌区、农业
田园景观风貌区、台地农林景观
风貌区、创新融合现代风貌区、传
统文化村落风貌区

2017年，海口加大美丽乡村
建设招商引资力度，拟引进招商
项目31个，招商引资计划投资总

额度 48.71亿元；已签约6个，投

资金额约26.29亿元。2018年，

海口计划招商引资项目共 12个，

招商引资金额9.093亿元

截至2018年5月，海口美丽
乡村基本建成37个，正在建设31
个，共有30个村庄被评为海南省
星级美丽乡村，其中：五星级美丽
乡村 2 个、三星级美丽乡村 14
个、一星级美丽乡村14个

2018年，海口计划建设 33
个美丽乡村，其中秀英区6个、龙

华区4个、琼山区 13个、美兰区8
个、桂林洋开发区2个

2017 年，龙华区新坡镇仁
里村被住建部等5部委评为全
国美丽乡村示范村，秀英区石
山镇建新村被评为全国环境整
治示范村

海口市美丽乡村
三年行动计划概览

按计划，到 2017 年底建成 71 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重点打造一批省五星级美丽
乡村，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到 2019 年
将累计建成142
个美丽乡村示
范村，连片打造
形成“ 花香山
水”“九龙戏水”
“鹤舞九湖”等
多个特色乡村
旅游区，创建国
家海南全域旅
游示范区

环境扮美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产业助美 因地制宜鼓村民腰包

绿色护美 建生态宜居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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