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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今日启幕

推介海南美丽乡村 打造综合智库平台

■ 本报记者 良子

“李书记身体好些了吗？我们非常
感谢他，愿他早日康复。”9月28日，在万
宁市北大镇中兴村，脱贫村民苏振芳动
情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苏振芳口中的李书记是海南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派驻到中兴村委会的驻村第
一书记李枝慧。今年56岁的李枝慧是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管处主任科
员，一位有着25年党龄的老党员。自
2016年9月驻村以来，他用真情和汗水
推动驻点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帮助该村92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378人脱贫。

今年8月底，因忘我工作、劳累过
度，李枝慧病重住进了医院。但在期间，
他仍牵挂着村里的扶贫工作。

在中兴村委会办公室，海南日报记者

拿到了4本李枝慧的工作笔记本，上面清
楚记着中兴村92户贫困户的家庭情况、
致贫原因、可采取的扶贫方式等信息。

中兴村委会下辖17个村民小组，57
个自然村，村落分散，开展工作难度大。
驻村伊始，为了弄清村子现状和贫困户
致贫原因，找准脱贫方式，李枝慧每天戴
着草帽、拿着水壶和笔记本，独自一人走
访贫困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将
92户贫困户每家都走访了一遍。

“有时候车子陷到了泥里，他就把车
丢在一边，先去找贫困户了解情况。”中
兴村党支部书记吴毓坚对李枝慧忘我的
工作精神印象深刻。

走访完所有的贫困户，李枝慧发

现贫困户们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他
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制定了帮
扶政策。

60岁的苏振芳一家曾是村里的贫
困户，家里妻儿身有残疾，小女儿仍在上
学，仅靠苏振芳一个人支撑。一家人住
了30多年的老房子已成为了危房。

李枝慧多次上门给苏振芳讲扶贫政
策，帮他填写材料，落实教育和医疗帮
扶。2017年经过改造的危房建好了，苏
振芳一家搬进了坚固、敞亮的新房。“太
谢谢李书记了，我什么都不懂，多亏了李
书记的帮助。”苏振芳说，在相关部门的
帮助下，他现在已经脱贫。

在走访中，李枝慧还发现由于村落比

较分散，各处路口没有路灯，村民夜间出
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对此，李枝慧积极
联系省交警总队予以支持，给每个自然村
都装了五六盏路灯。“以前晚上出门只能
靠手电筒，现在有了路灯，心里踏实很
多。”后街村村民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中兴村有万宁市唯一的农村建成投
入运营的光伏发电项目，并入了南方电
网，每年可发电约12万度。前五年，光
伏发电收入的80%发放给村里的贫困
户，20%留做村集体经济收入；五年后，
收入的70%留作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0%用于帮扶贫困
村民。

项目建设初期遇到了一些阻碍。由

于项目建设需要征用中兴村一村民的土
地，该村民认为项目有污染，且准备在这
片土地种植槟榔，因此不同意征地。

李枝慧了解该项目会给村里和贫困
户带来的实惠，他多次上门给村民做工
作，讲解项目的内容、性质和可带来的效
益。最终，说服该村民同意征地。

为了帮助村子彻底摆脱“空壳村”，
李枝慧还争取省交警总队资金支持，以

“村党支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
经济社”模式发展产业，入股万宁兴芳槟
榔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负责
人符后芳说，合作社每年会给村委会
10%的收益分成，同时吸纳贫困户务工。

在李枝慧的帮助下，中兴村贫困户

92户378人全部脱贫。村民的腰包鼓
了、笑容多了，但李枝慧身体状态却每
况愈下。

其实，李枝慧有高血压，驻村期间每
天都要吃降压药。2017年，他多次流鼻
血，却都在简单处理后又投入工作。今
年8月26日晚，李枝慧突然流鼻血不止，
后又开始吐血，当晚就被送到海口一八
七医院抢救。经诊断，为高血压病发，并
查出肾脏良性肿瘤。

“老李是累倒的，工作太拼命了。”
吴毓坚说，在病重前半个月，李枝慧每天
都忙着整理材料，走访村民，每天都工作
到很晚。海南日报记者在李枝慧手机上
看到，他的微信上有6个工作群，住院期
间，还不忘督促几户村民家正在新建的
房子该及时封顶了。

带病扎根乡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李枝慧用忠诚和热血，诠释了人民警察
精神，诠释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

（本报万城9月28日电）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他一顶草帽、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个多月遍访92户贫困家庭

李枝慧：重病住院仍心系村务

■ 本报记者 孙慧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为乡村振兴第一个五年发
展画出了“施工图”。

按照这张“施工图”，海南如何找准自己的
乡村振兴之路？9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国研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时报
社总编辑王辉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乡村振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海南要
因地制宜，找准适宜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王辉认为，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
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不同省份
地区的发展情况不同，因此也需要因地制宜，
制定适宜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的乡村振兴路径。

王辉说，海南属于典型的中部地区类型，自
身工业化、城市化都还不够发达，农村在人口、
产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发展问题。海南的乡村
振兴，是要在没有充分的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现
代化，这就要靠机制来突破，把前瞻优势转化为
现实优势。

王辉认为，海南早在2009年就提出要以
旅游业为龙头，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发展思
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以海南的乡村建
设，也应当是与该发展思路一脉相承，海南的
美丽乡村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全域旅游都
要紧密结合。海南的乡村游有优越的自然条
件和相对有特点的历史文化传承，如果能把外
部的高端要素资源与农村原有的自然风貌等
要素结合起来，往旅游产业方向发展，应当是
非常有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在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为大方向的基础
上，海南各地也可结合不同特点找准乡村建设
发展之路。例如，东部地区旅游资源、基础设施
都相对较好，可重点发展休闲度假产业，西部地
区地域广阔，光热充足，可适宜发展热带高效农
业，沿海地区也可发展海洋渔业等。

王辉表示，美丽乡村建设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一定不能在农村大拆大建，搞运动式乡
村建设，对于海南这种以自然条件为发展优势
的地区，更需要把生态环境呵护好，把乡村文化
传承好。

王辉说，他也注意到海南正在实施全域限
购，减少对房地产的过重依赖，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未来几年，应当是海南转型的阵痛期，
希望海南坚守生态立省，逐步形成以旅游业为
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绿色产业体系，推
动海南实现全域旅游目标，解决城乡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

（本报椰林9月28日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王辉——

海南要找准适合自身
的乡村振兴路径本报椰林9月28日电（记者傅

人意）“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
有味，阿妹哎……”一曲悠扬动听的
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从2018
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
主会场传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位外
国友人正在用纯正的海南话演唱。
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即将
于9月29日启幕，这是演艺人员28
日晚认真排练的一幕。

本次大会以“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下的乡村振兴新机遇”为主题。

由海南省商务厅、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大会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筹
备，从目前报名情况来看，人气十
分火爆！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会展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会议主要是通过

“大会+论坛+展览+考察+培训”
的多种形式，更全面地向投资者展
示推介海南美丽乡村、共享农庄，
并力争把此次会议从举办一个论
坛到打造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智库

平台。
具体来看，此次大会有以下特

点：一是议程丰富，紧跟政策热
点。会议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共享
农庄”“打造绿色农业品牌”等政策
热点设置议程。二是规格更高、省
部联动。此次大会同期举办“质量
兴农万里行”外交官看海南活动，
吸引了十余位“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外交官，并得到中国流通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专家智库——中国

流通三十人（G30）的支持。三是
结合省情，更“接地气”。大会期间
将举行“打造农业品牌助力精准扶
贫”培训会、“发展农村电商赋能乡
村经济新发展”主题论坛等。四是
搭建平台，招商推介。目前，大会
已经吸引恒大、雅居乐、富力地产、
深圳华侨城等企业参会，届时将向
企业推介我省星级美丽乡村、精品
主题民宿、乡村旅游线路，为双方
搭建合作共建平台。五是以全球
视野打造“智库”平台。会议邀请

了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产业打造
等方面有所建树的专家，如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辉、复旦大
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党委
书记尹晨、“天空的院子”民宿行业
领军企业负责人等。专家们将进
行头脑风暴，对目前我省美丽乡村
建设所遇到的痛点问题以及如何

“塑型塑魂”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本次大会还专门为嘉宾设

计了参观陵水大里乡、陵水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等的考察路线。

本报椰林9月 28日电（记者苏
庆明）一个个村庄各具特色，一幅幅
图片美丽夺目，一盒盒特产等待展
销……海南日报记者 9 月 28 日在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现场发现，本次大会不仅是讨论美
丽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平
台，也是展示和推介我省美丽乡村
的窗口。

走向主会场，过道两旁一幅幅图
片惹人注目。三亚西岛渔村的碧海

蓝天、昌江少数民族村落的翠美田园
等，为人们送来一股“美丽”的海南气
息。主会场周边设置了海口、三亚、
陵水、文昌、五指山、乐东、澄迈、屯
昌、昌江、琼中、白沙等市县的美丽乡
村展馆，以图片、视频、文字、实物等
形式生动介绍当地的美丽乡村，既有
利于嘉宾了解海南各地美丽乡村建
设情况，也有利于各市县宣传和推介
自己的美丽乡村。

海口施茶村的石斛产业、陵水大

里地区的美丽生态、琼海龙寿洋的农
旅融合、乐东的尖峰共享农庄、昌江
王下乡的生态移民、五指山乡村的黎
族风俗……一个个不同样态、不同风
情的美丽乡村在这里“齐聚”，令人目
不暇接，充分展现海南各市县建设美
丽乡村的不同路径与特点。“美丽乡
村发展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与推
介的窗口。”陵水住建局副局长全克
江说，“陵水正争取社会资本投资美
丽乡村建设，这是引发外界兴趣的一

个好的机会。”
除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就外，各

市县还纷纷借机展销结合脱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而生产出的农特产
品。在陵水展馆，海南日报记者发
现，这里的展品琳琅满目，既有当地
品牌农业的圣女果、芒果，也有贫困
村生产的香粉蕉，以及来自大里地区
的旅游特产等。

在屯昌展馆，屯昌兴邦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带来了自热鸡汤、宠物鸡等

产品。该公司总经理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兴邦公司是屯昌扶贫龙头企
业，参与该县美丽乡村建设，其研发
的产品由合作农户养的屯昌香鸡深
加工而来。“我们自己有连锁餐饮店，
希望借助这次大会提升我们的知名
度，帮助到更多农户。”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还发现，本
次美丽乡村发展大会还设置了岛外
展馆，展示浙江、台湾等地的美丽乡
村建设经验，便于各方交流学习。

“美丽”搭台 展销“唱戏”
大会布展展示我省美丽乡村建设成就

认真准备迎客来

9月28日晚，在2018中国
（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会场，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① 演艺人员正在进行开幕
式演出彩排。

②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美丽
乡村展馆。

③ 工作人员正在调整主会
场座椅。

9月28日晚，屯昌展馆工作人员抓紧时
间，进行布展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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