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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山村美 处处赛景区

五指山计划3年打造37个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贾磊

五指山美丽乡村典型风采

9 月初，在五指山番阳镇加艾
村，10多名村民开始将彩色的石头
铺设在新修的村道两侧。半个月后，
一条崭新的村道如彩带般将村中民
居串联起来。古朴的民居，新修的村
道，整洁的村庄，走进加艾村的游客，
脚步开始放慢了。

五指山山美水美，空气负氧离子
含量高，早已美名远播。尽管有着如

此好的自然生态条件，五指山市在建
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却容不得打一
点“马虎眼”。

为了建设好五指山美丽乡村，
去年五指山市各乡镇严格按照“规
划引领、示范带动、全面推进、配套
建设、突出特色、持续提升”的要
求，在“三清四拆”的基础上，扎实
推进通什镇番茅村等15个美丽乡

村建设。
为更好地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五

指山市还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宋少华
任组长的建设美好家园总指挥部，定
期听取工作汇报，具体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与此同时，五指山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组织召开协调推进会
议，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问题、提

出工作要求等。各相关职能部门，也
根据各自职责，不定期对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进行督导。

根据建设计划，2018年，五指山
还将投入专项建设资金9278.85万
元，用于建设改造番阳镇加艾村、布
伦村等22个美丽乡村建设。目前，
这22个美丽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均
已展开，正有序推进中。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五指山
市遵循既要“面子”更要“里子”的原
则，让村民越来越富，过上好日子。

五指山根据相关要求，结合各村
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农
民实际需要等，在建设美丽乡村前，
就对各个准备打造的美丽乡村进行
了仔细的梳理分类，实施差异化指
导，坚持个性化塑造，充分挖掘地方
特色。目前，已经完成建设规划编制
的37个美丽乡村中，有的村庄以黎
苗风情为主题，有的村庄以热带雨林
为重心，有的村庄以茶产业为依托，
还有的村庄以红色纪念为核心。

2018年，为发展集体经济项目，
五指山已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
并结合各乡镇产业发展需求，确定了
14个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涉及资
金2300万元，以项目扶持和惠农政
策助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为大力发展山地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2018年五指山继续安排农民
增收资金、扶贫专项资金6000多万
元，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贫困
户”等模式，带动发展五指山山鸡、五
指山五脚猪、树仔菜、百香果等优势
特色产业。目前，全市现有茶叶种植
面积8509亩、忧遁草2006亩、益智

3.05万亩，油茶1986亩，五指山五脚
猪存栏2.66万头，五指山山鸡存栏
11.36万只，蜘蛛存栏37.76万只。

同时，以“五指山红茶”“五指山
五脚猪”通过地理标志认证为契机，
五指山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提
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全市有
通过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无公害认
证农产品3个、有机食品认证农产品
3个、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主体5
家、注册农业商标153件。

除此之外，五指山还大力发展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家庭牧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省级龙头企业2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521家，其中含省级农
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家，市级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9家，现有家庭农
场共45个。

此外，五指山市还积极引导和支
持扶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

“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紧密型利益
联结关系，逐步形成“企业（基地）+
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现代经营模式，不断加快培
育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了南圣镇忧
遁草产业园和水满乡椰仙茶产业园。

为减轻贫困户建房负担，近年
来，五指山市加大补助力度，除了中
央、省级财政资金补助每户15000元
外，市级财政还配套补助每户资金
26000元。其中，贫困户等4类重点
对象，拆除重建补助标准为41000
元/户；一般困难户拆除重建补助标
准为21000元/户，修缮加固补助标
准为9000元/户。

2017年，五指山市为落实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多次召开市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动员部
署，当年春节一过，相关部门和干部
立即组织危房农户，积极投入到农村
危房改造的工作中。

2017年，省住建厅下达该市危
改任务指标806户，在此基础上，该
市结合实际，安排各乡镇农村危改指
标共1000户。结果，2017年全市危
改农户开工达 1212 户，开工率达
148.9%；全市危改竣工户数达1185
户，投入政府补助资金共计4200万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资金
3852.6万元。

为加快推进交通扶贫“六大工
程”项目，五指山市还投入 3.71 亿
元，实施 53 个交通扶贫项目。目
前，已完成 7 个，在建的 41 个，近
期进场施工的3个，累计投入资金
7908万元。

2017 年，五指山市已实现村
域道路硬化全覆盖，实现了各乡
镇相邻自然村之间都有村道相
连，农民的生产生活出行得到了
明显改善。

为确保饮水安全，2018年，该市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
目7宗，总投资约451.07万元，受益
乡镇 4 个，自然村 7 个，人口 1796
人。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此外，根据要求，五指山市今年
计划完成1100户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现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 指 山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6.44%，到处都是绿的海洋，但对推

进村庄绿化、亮化工程依旧没放松。
2017年，该市完成了空共下村整村
的美化绿化建设，绿化面积10627平
方米；结合开展2017年“3·12”植树
节活动，完成毛道乡空中村“绿色长
廊”美化绿化建设。

不仅如此，五指山市政府还大力
发展乡村生态农业。2017年，无偿给
该市茶苗种植户发放有机肥1626.14
吨，涉及茶苗面积3252.3亩，惠及农
户586户，其中贫困户205户。目前，
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已经研究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计划对全市所有村委会
实施亮化工程全覆盖。

（本报五指山9月27日电）

投入近亿元 今年将建22个美丽乡村

发展特色产业 让乡村更富足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让乡村更宜居

树下凉亭边，
鹅鸭水塘戏水。
村道上，孩童嬉
戏，游客悠闲漫
步。

“漂亮，这里
到处是景区。”9月
24 日，趁着中秋
小长假前来游玩
的吉林游客陈明
东，刚走进五指山
市水满乡毛脑村
毛纳村民小组，就
被村庄秀丽的景
色所吸引住。

除了山美水
美，负氧离子多，
如今的毛纳村通
过美丽乡村建设，
游客只要一走进
村中，就会发现自
己走进了一个小
景区。

2017 年 ，五
指山市制定《五指
山市美丽乡村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7- 2019）》，
计划在全市新建
美丽乡村 37 个。
如今，五指山全市
已建成了以水满
乡新村、毛脑村，
毛阳镇毛贵村等3
个“三星级美丽乡
村”和以畅好乡草
办村为代表的 2
个“一星级美丽乡
村”，逐步形成“一
村一品、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的
格局。

在群山环抱中的生态文明村五指山
毛阳镇唐干村，村民游客漫步其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五指山南圣镇永忠村。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

在绿色发展中蝶变
■ 本报记者 贾磊 张期望

眼下已渐入深秋，在素有“海南屋
脊”之称的五指山市水满乡，空气微凉，
清晨的水汽弥散着，笼罩在山峰间。伴
随着旭日东升，美丽乡村毛纳村逐渐展
现出全部的景观。

“毛纳村的发展称得上一次蝶变，如
今的毛纳今非昔比，内外兼修且风姿绰
约。”9月27日，在毛纳村，该村驻村第一
书记秦存平向记者介绍道。

两年前的毛纳村，还是一个很普通
的村落，村民们以务农为主，在青山秀
水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之前从
未想到，自己平时生活的毛纳村，经过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番建设之后，居然如
此迷人。

在夯实基础建设的同时，毛纳村以
产业发展为支撑，从2018年开始，加快
发展农家乐、民俗博物馆、外立面装饰、
农业观光园等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和项
目，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就业平台
和增收机会。

同时，毛纳村围绕山兰酒等山
兰米衍生品产业，立足于本土中草药
资源，开发系列黎药养生产品，做大
做强村内产业，走产业兴村之路，让
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
红利。

目前，毛纳村出产的水满红茶、灵
芝螺、山兰酒等多种农副产品，不仅为
村民实现了增收，也丰富了村民的致
富渠道。

对于未来的生活，村民们更有信
心了。

（本报五指山9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