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第三批五星级
美丽乡村名单公布
12个乡村入选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苏庆明）9月29
日晚举行的2018雅居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
乡村发展大会颁奖盛典上，省住建厅公布了海南
省第三批五星级美丽乡村名单。

来自7个市县的12个美丽乡村入选，分别为：文
昌市昌酒镇东群村，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博鳌镇沙
美村、潭门镇日新村，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兴隆
管委会二管区，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小妹村、什坡
村，儋州市和庆镇美万新村，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
天涯区西岛社区，三沙市永兴管委会永兴社区。

颁奖盛典公布了海南省民宿创建示范点名
单，包括海口美社有个房、三亚中廖村民宿、琼海
凤凰客栈、琼中黎母山学而山房项目、海口连理枝
民宿、三亚耕读者民宿、文昌大庙乡愁记忆美丽乡
村、白沙富石老村。推荐了10条海南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澄迈咖啡、捕鱼、湿地乡村特色游，琼海南
强村田园风光游，陵水大里地区生态乡村农家游，
海口冯塘户外野趣游，文昌龙泉乡园航天特色游，
三亚小鱼温泉度假游，琼中云湖乡村黎苗特色游，
儋州屋基村美味探险游，万宁兴隆咖啡谷侨乡特
色游，保亭原味黎寨风情游。

颁奖盛典还颁发了中国美丽乡村传播贡献
奖，新华网、中国农村网、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南海网等10家媒体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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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雅居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召开

齐商乡村发展新机遇 共绘美丽乡村新蓝图

观察

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 邓瑜

9 月的海南，天青海碧，鸟语花
香。在这处处是景的美好之地，在
这诗意盎然的美好时节，2018 雅居
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如期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千余名嘉宾欢聚陵水，围绕“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下的乡村振兴新机
遇”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大
计，为更好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建言献策。在
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背景下，在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
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起步之年，以
及举国欢度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喜庆时刻，大会的召开意义重大。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
性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从 2018 年到 2022 年，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5年，既有
难得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既要在
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又要为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
好基础。对于海南来说，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不仅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
部署，更是履行“三区一中心”战略使
命的重要任务，是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题
中应有之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与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相结合。与全国其他自
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80%的土地、
60%以上的户籍人口在农村，产业结
构中农业占了20%以上的比重，这就
决定了农村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参与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农业是
必须着力做优做强的主导产业。推动

乡村振兴、解决好海南的“三农”问题
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重要前提和底线目标。我
们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紧
紧抓住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机遇，坚持
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着力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努力使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
列，让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海南乡村
成为中国新农村的靓丽名片。

实施乡村振兴要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相结合。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
困是前提。近年来，海南在全国率先
试点省域“多规合一”改革，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五网”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和社会文明大行动，实施美丽
海南百镇千村工程，推进全域旅游等，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
础。当前，打好脱贫攻坚战依然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我们要
坚持以乡村振兴引领脱贫攻坚，以脱
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形成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生动局面。要从产业集群发展、乡
村文化复兴、基层组织党建等角度入
手，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
板，擘画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壮美新图景。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
富不富，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对

“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
和发展，是亿万农民的殷切期盼。海
南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
势，顺势而为，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发
展新局面，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
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王金强 沈宏生）凝聚智
慧，共谋发展。9月29日上午，以“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下的乡村振兴新机
遇”为主题的2018雅居乐清水湾中国
（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清水湾召开，省政协副主席马
勇霞出席大会并致辞。

会上，国家部委代表、“一带一路”
沿线部分国家驻华大使和商务参赞、国
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涉农涉旅企业和投
资机构代表、乡村代表、民宿经营者、农

庄庄主等千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大
会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
探讨乡村振兴大计、交流美丽乡村建设
经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合作。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年
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起步之年，在此背景下，2018雅
居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
展大会紧紧围绕共享农庄、乡村旅
游、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等内容进行

议题设置，邀请国内外的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进行思想碰
撞，共话美丽乡村发展，为更好推进
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路径参考。

马勇霞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海
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分两批建成520
个美丽乡村，初步评选出第三批246
个星级美丽乡村。海南美丽乡村的实

践，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美丽中
国贡献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大会发表了陵水共识，提出要用新
思想新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坚持五大发
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以脱贫攻坚实效
推进乡村振兴、以体制机制创新驱动乡
村振兴、凝聚多方合力助力乡村振兴，
开创美丽乡村发展共建共赢新局面。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农业农村部
“质量兴农万里行”海南站启动仪式和
培训活动、2018海南美丽乡村建设专
题推介招商会、多场相关主题平行论

坛及会议等，并为海南省五星级美丽
乡村、海南省民宿创建示范点授牌。

本次大会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司、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商务厅、
陵水县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省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省供销合作联社为支持单
位。雅居乐清水湾热诚支持大会召开。

加纳驻华大使馆公使、驻华使节商
务联盟主席夸杜沃出席大会并讲话。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傅人意）“今天，
这面旗帜传递到我省，使命光荣、责任重大。”9月
29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的2018雅居
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上，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从云南省农业厅相关负
责人手中接过“质量兴农万里行”的旗帜，质量兴
农万里行海南站活动由此启动。

海南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作物育种基地、全国
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无规定动
物疫病区、全国最大的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生产
基地，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上肩负重任。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巡视员
黄修柱表示，质量兴农与发展美丽乡村都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兼顾质量兴
农与美丽乡村，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农村生态宜
居，需要做到“四个优”，即产品质量优、产业效益
优、生态环境优、农民收入优。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省农
业农村厅将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一是
继续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完
善乡镇检测站建设和村级监管员的配备工作；二
是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力度；三是继续强化
农产品的检打联动；四是做好农产品质量追溯。

据悉，农业农村部从今年7月到11月在全国
组织开展“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从多角度展现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成效、提升农产品质量
安全理念，科学传播质量安全知识，及时准确发布
权威信息，讲好质量安全故事，提振公众消费信
心。近3个月以来，活动足迹遍布福建、江苏、云
南、山东等多个省份。

另悉，9月28日，“质量兴农万里行”海南站
暨品牌建设培训班在陵水举办。培训主要解读质
量兴农“八大行动”内容及实施进展，介绍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制度改革思路、绿色食品发展对策和
有机产业发展与产品认证，新形势下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与保护策略，以及农业品牌策划与培育
典型案例分析。

“质量兴农万里行”海南站
举办授旗仪式

提升农产品质量
讲好质量安全故事

9月29日上午，2018雅居乐清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幕。图为开幕现场。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共识发布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成
和军）9月29日上午，2018雅居乐清水湾中国（海
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启幕，我
省在大会上举办美丽乡村建设专题招商推介会，
推介涉及休闲农业、乡村民宿、传统村落保护、农
村生态修复等近200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计划
招商金额230亿元。

据省住建厅副厅长许毅介绍，我省因地制宜
建设美丽乡村，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
路，结合村庄资源特点、交通区位、历史文化等，优
化建设布局、塑造整体风貌、发展优势产业、培育
传统文化等。加强乡村发展模式探索，探索出“企
业+农民”“政府+合作社+农民”“政府+企业+农
民”“企业+政府+农民+金融”“企业+政府+农
民+社会力量”等多种发展模式。

推介会上，海口市分享了美丽乡村建设中如
何推进热带高效农业与乡村融合发展的经验；琼
海市介绍以“田园城市”为特色的城乡一体化，让
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的做法；雅居乐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海南区域相关负责人则分享了企业如何参
与到乡村建设的经验。

三亚市天涯区政府、三亚市天涯区文门村村
委会、华侨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三方代表在会上
签约，项目将建设山体公园、民宿酒店、天涯农庄、
文门学堂、水上木屋等，计划投资10亿元。

我省集中推介近200个
美丽乡村招商项目
涉及休闲农业、民宿、村落保护等

五是凝聚多方合力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内容，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抢抓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积极参与海南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乡村建设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携手共建人类美好家园。

本报椰林 9 月 29
日电 （记者孙慧）9月
29 日，2018 雅居乐清
水湾中国（海南）美丽乡
村发展大会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举行，与会嘉宾
围绕大会主题进行深入
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
探讨乡村振兴大计、交
流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合
作，共同发布《中国（海
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陵水共识》。

“陵水共识”包括五大要点：

一是用新思想新理论引领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思想为引领谋划新

思路、以新理论为载体助推新实践，勇于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实践，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聚心发力。要把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贯穿实施乡村振兴始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认真践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是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
按照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总体要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坚持规划先行、制度保障、科学引导、系统推进、全面发展的原则，大力推动创新发展，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
大力推动协调发展，让乡村发展更加全面；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让乡村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大力推动开放发展，让乡村发
展收获更多开放红利；大力推动共享发展，让乡村居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以脱贫攻坚实效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以乡村振兴引领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

动局面。

四是以体制机制创新驱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要不断推进土地制度、经营制度、人才制度、融资制度等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加纳驻华大使馆公使夸杜沃：

“要多尝尝海南
的味道”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这个芒果好大，我也拿一个，尝
尝海南的芒果是什么味道。”9月29
日上午，刚参加完2018雅居乐清水
湾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开
幕式的加纳驻华大使馆公使、驻华使
节商务联盟主席夸杜沃，兴致勃勃地
逛起海南各市县的美丽乡村展馆，在
其中一处展馆内，向工作人员要了个
大芒果。

“我就是为了吃。”边拿芒果边逛展
览的夸杜沃是第一次来海南，对这里的
乡村和农产品充满好奇。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加纳与海南在气候上很相
似，也盛产椰子、芒果等热带瓜果。“我
就是想知道海南的芒果与加纳的有什
么不同。有机会，我还要吃海南的椰
子。”他笑道。

夸杜沃说，加纳与海南、中国一样，
有大量的农村、农民，农村也亟待发展，
加纳也有自己的振兴乡村计划。“我们
有一区一工厂战略，正在积极打造农特
产品加工业发展乡村经济，我们的区对
中国开放，欢迎投资合作。”他说，在加
强开放上，加纳与海南、中国也很相似，
他在中国看到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设美
丽乡村的作法，双方都应该相互学习借
鉴。在海南，他看到开放带来了大量外
国投资，提升了当地的发展水平和潜
力，前景令人看好。

在结束参观展览前，夸杜沃还特
意走到一处展台，拿了一盒琼中白马
骏红红茶，“我要多尝尝海南的味道。”
他说。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

夸杜沃（右一）被海南芒果吸引。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