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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大力推进“十镇百村”建设，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 百姓富 乡村美

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内，
伴随着徐徐山风、鸟语花香，以青山为
屏，以碧水为景，一场独具特色的民俗
表演在这座黎家村庄拉开帷幕，10余
名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村民载歌载舞，
依次表演竹竿舞、拾螺歌、树叶鸣奏、织
黎锦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品味
民俗。

村里的变化，中廖村村民黄菊金看
在眼里、乐在心头：“以前种瓜菜‘看天
吃饭’勉强能维持生活，现在成为村里

的表演队伍成员，为游客表演黎族歌
舞，一个月工资能有3000元。”

三亚坐拥山、海、河风光，具备发
展乡村旅游的良好基础，如何因地制
宜发挥乡村的旅游资源优势？秉持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三
亚以好资源对接好商家，积极导入旅
游、民宿等优质产业进村，对红色村
寨、黎村苗寨、滨海渔村、文化名村、
好景名村、特产名村等自然人文资源
优势突出的村庄，保护修缮成特色鲜

明、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功能的特色
村，因地制宜开启美丽乡村建设，充
分带活农村经济。

“欧美客人喜欢原生态的景观，黎
族村落北山村目前还保留了很多农村
的淳朴风貌，具有浓厚的文化特色，对
于国际游客来说很有吸引力，有助于推
动乡村旅游国际化。”海南马识途旅行
社总经理麦宜洲说。

“我们多次组织旅行社业内专家
对三亚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研，

对一批业态功能多元、主题特色明显、
配套服务良好、交通便利的乡村旅游
点进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已初
步设计了大茅村、北山村、青塘村等6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三亚市旅游委
副主任叶凯中说，该市通过串联起雨
林、海岛、田园、历史文化、温泉养生、
休闲垂钓等旅游资源，推动山海风光、
黎苗文化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进一
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发展旅游产业，
打造全域旅游新产品。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三亚乡村振兴有了规划路线图
破解实际难题、落实百姓诉求、力促城乡发展

9月16日，在三亚市
吉阳区博后村，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刚修整铺平的
乡道两旁，一栋栋村屋外
墙刷上了淡雅的蓝、白、
灰等颜色，玫瑰花造型的
工艺建筑装饰品在屋顶
“绽放”，不远处，群山莽
莽，花田飘香，牛羊成群，
山海连天，呈现出一派世
外桃源的乡野图景。

博后村村民谭中仙望
着家门前这片风光，心怀
无限憧憬：“依靠亚龙湾、
玫瑰谷等旅游景区，我们
开始发展起玫瑰特色民
宿、餐饮、便民商店，村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子
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

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是百姓的热烈期
盼，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
进程中的一大目标。近
年来，三亚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
署，真抓实干，勇当先
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大力推进“十镇百村”建
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作出三亚贡
献，以一系列务实举措
造福乡村和百姓。

不出一年功夫，三亚市天涯区台
楼村贫困村民黄良和、符海莲夫妇精
心栽培的火龙果植株在支架支撑下，
长得快有一人高了，将田地“装扮”得
郁郁葱葱。“我们俩在村里的火龙果
种植基地上班，家庭月收入能达到
6000多元。”符海莲开心地说，生活
逐渐改善，得益于“企业+村集体+贫
困户”的发展模式。

三亚市天涯区抱前村村民麦春
明近日也在准备一件事：“村里迎来
了旅游扶贫招聘会，提供了酒店服

务员、保安、救生员等岗位，我会游
泳，想通过考取救生员上岗证参加
应聘。”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强经济，就
业扶贫激发内生动力。据悉，为全
方位提升贫困村民生活水平，三亚
紧紧围绕“一条线、两不愁、三保障”
为核心，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落下一个三亚百姓”“全面促进贫
困户增收”为目标，以问题整改工作
为抓手，从“资金保障、组织保障、政
策保障、制度保障”入手，强化产业

和就业扶贫，逐步建立了稳定的脱
贫长效机制。

“为完善配套制度，推动扶贫政
策落实，三亚市出台了生态补偿、旅
游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年度
工作实施方案和细化措施。”三亚市
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张磊说，今年该市
财政共计投入专项脱贫攻坚资金
5497万元。

与此同时，三亚各级干部扑在一
线，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其中，
27名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先垂范，每人

“认领”一个村，实现重点贫困村全
覆盖；选派20位第一书记带领46名
驻村工作队员全职驻村；633名帮扶
责任人早出晚归、全身心投入到扶贫
工作……

“今年三亚将投入产业扶贫专项
资金1949.44万元，计划建设农业产
业化扶贫项目23个，坚持志智双扶，
帮助贫困户就业脱贫，实现就业转移
2833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新
成效。”三亚市委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

“快来看，这里有一个文创馆，
景色更美！”9月15日，专程到三亚
市天涯区西岛渔村度周末的海口游
客张一梁，被村里的曼妙海景、渔家
文化、文创文化深深吸引，与朋友一
边漫步村道、一边拍照。

步入西岛渔村，蜿蜒的青石板
道两侧，三角梅等鲜花开得娇艳，干
净整洁的村民院落、特色珊瑚石墙、
海洋特色文创馆、美术长廊等景观
颇具特色，不远处的海滩上，不少游
客开心地踏浪拾贝，用旧船改造而

成的海上书屋静倚港口，一幅生动
而富有生活气息的画卷徐徐铺开。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谁能想象
得到一年多前西岛渔村还是个闭
塞、落后的渔村呢？”西岛渔村村民
陈昌儿说。

2017年底，在美丽乡村建设的
带动下，西岛渔村一期建成迎客，
与西岛景区实现串联，游客凭西岛
景区门票及身份证件，即可进入渔
村感受当地人文风情。“我们因地
制宜，结合西岛渔村独特的渔村文

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等资源，打
造涵盖文创旅游、民宿度假、文化
体验、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美丽渔
村，促进农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三亚市天涯区委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三亚着力推进“十镇百
村”建设，加快建设10个特色产业
小镇，并推动对100个自然村的美
丽乡村建设，补齐“五网”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短板，着
力规划一批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

的美丽项目，打造宜游、宜业、宜居
城市。

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绿色生态，
三亚诸多美丽乡村资源逐步揭开神
秘面纱：依山傍水的博后村积极发
展玫瑰特色产业，村内玫瑰飘香产
业兴；因地制宜结合文化与旅游资
源优势，南山村文化主题美丽乡村
建设如火如荼；黎族村寨文门村内
文化古迹众多，与田洋花海、黎族文
化成为引客“法宝”，村民受益增收，
脱贫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

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

村民转型吃上“旅游饭”

精准扶贫促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记者林
诗婷）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三亚市委
获悉，《三亚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
于日前对外发布。三亚结合“三农”工
作实际情况，围绕发展新格局、现代农
业等10个方面，提出具体任务和举
措，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结合三亚发展实际，明确
提出乡村振兴目标：到2022年，乡村
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明显增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品
质量明显提高，农村“五网”基础设施

明显提档升级，“十镇百村”建设水平
明显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明显好转，乡
村焕发文明新气象，乡村治理水平明
显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
缩小，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进
一步健全。

为实现阶段性振兴目标，三亚从
发展新格局、现代农业、“十镇百村”工
程、农村生态环境“六项整治”、农村

“五网”基础设施、乡村文明、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脱贫攻坚战、乡村治理和农
村体制机制改革等10个方面提出明

确举措和部署，其中包括开通“三农服
务”新线路、发展“范型乡村”新布局、
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试点、发展乡村教育、提升
乡村法治水平、重视乡村德治建设等
具体内容。

其中，三亚还提出新的工作目标
和任务，包括将以特定区域为基本载
体，以建设三亚国际种业贸易中心为
战略目标，以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储备、研发繁育、中转贸易为主要
任务，建设国际种业中心；建设南繁
科技城，打造中国“南繁硅谷”，并明

确了2万亩科研建设用地，强化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的用地保障；
将培育“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
约、设施配套”的中心村，偏远村进行
撤并；同时，2022年，三亚将实现路
网、光网、电网三网建设百分百覆盖
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还提出建
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考核评估体系的
要求，全方面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具
体任务举措落到实处，努力破解实际
难题，落实基层百姓诉求，力促城乡融
合发展。三亚市崖州区南山村美丽的

庭院。 通讯员 蒙明珠 摄

美丽乡村

2016年起，三亚市全面启动美丽
乡村建设。

2017年，三亚市确定了“十三五”
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建设100个美丽乡
村示范村的目标。

截至目前，百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自然村）已有85个村庄建成或正在
建设，其中2016年已建成24个，2017
年在建30个，2018年新建31个。

截至目前，三亚已获海南省星级
评定村庄共计11个行政村（含24个
重点自然村）。

义务教育保障

今年上半年，发放春季学期教育特惠性学
生资助金385.83万元，惠及贫困学生2045人；

8个贫困村村级幼儿园纳入2017年政
府民生项目，青法小学附属幼儿园等 3个幼
儿园已基本建设完工。

基本医疗健康保障

今年上半年，三亚贫困人口住院治疗累
计77人次，产生医疗费用累计652.54万元；

贫困人口建立居民健康档案9856份，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9856人；组织医护人员 236
人进村入户开展随访义诊6049人次。

住房安全保障

今年危房改造计划为 200户，截至今年
上半年，已全部开工，开工率 100%，已完工42
户，完工率21%。

产业扶贫

2018年投入产业扶贫专项资金 1949.44
万元，计划建设农业产业扶贫项目23个；已完
成 1家市级、1家区级、11家村级电商服务站和
市内17家电商农产品配送点建设；共开展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30期，培训贫困户2924人次。

就业扶贫

今年上半年，三亚市已实现就业转移
2523人

共组织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
训20期，农村富余劳动力2239人参加培训

组织14场扶贫专场招聘会，697家企业
共提供了2.4万个岗位。

2017年8月，文门村获
得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环境整治示范村”称号

2017年底，西岛渔村获
评国家级休闲渔业品牌“最
美渔村”

2017 年 11 月，海棠区
北山村和吉阳区中廖村被
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

国家级
荣誉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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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西岛渔村的美丽风光。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