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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山看水，风景秀美——这是很多
人对秀英的第一印象。

今年国庆黄金周，海口市民高俐
带着一家人去火山口公园游玩。驱车
行驶在秀英区火山口大道上，顺着平
坦的沥青公路，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嵌
入土壤的火山石、绿油油的大叶油草、
郁郁葱葱的蕨类植物，黄绿相间的剑
麻、盛开的三角梅、挺拔的小叶榕树
……道路两旁景色秀丽，不同层次、不
同颜色、不同品种的花卉、树木错落有
致，俨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天然风景生
态画卷。

“不用行走千里，在秀英就有诗和
远方。”高俐赞叹道。

走在秀英的街巷、乡道、田园，随处
可以捕捉到怡人的精致。秀英区园林

局局长张培云介绍，近年来，秀英区大
力实施净、绿、彩、亮、美“五化工程”，改
善城市市容环境面貌，提高城市品位和
宜居水平。

据了解，开展“五化”工作以来，秀
英区重点对主干道、码头、高铁站、汽车
站、人行天桥等进行立体绿化，在道路
两侧绿地、公园绿地、街边街心绿地、小
游园等处实施以种植三角梅为主要内
容的绿化彩化建设，打造和谐优美的园
林景观。

在生态禀赋上，秀英区北依延绵
20 多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南拥全市
最高点马鞍岭，珍奇的万年火山、大
美的羊山湿地、秀丽的假日海滩，让
秀英散发出独特的生态魅力和人文
光彩。

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张霁说，生
态环境就是生产力，是城市的发展后
劲。为了让良好的生态环境助推秀英
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秀英的自然生
态禀赋优势，该区在推进“五化”工程
过程中一直牢固树立“城市更新、生态
修复”理念。

提及生态修复，老秀英人王俊儒
很有体会。“昔日的西海岸，风沙弥漫，
为了扼制风沙种上了木麻黄树。这几
年，政府又实施了‘透绿见蓝、透光见
海’工程，将路边部分厚重灌木移除，
提升了市民游客的观海体验。建设精
品带状公园，还绿于民、还路于民、还
景于民。”

2018年 2月，随着海口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的揭牌，秀英的生态景观进

一步丰富。秀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五源河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贯彻
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理念，
有机融合水体治理、防洪水利工程与湿
地公园建设，促进了五源河湿地各项生
态功能的有效发挥。

如今，市民沿着五源河河岸慢行栈
道行走会发现，硬质堤岸已被生态河岸
替代，河道自然形态得到恢复，两岸红
树林郁郁葱葱，河流景色美不胜收；公
园内的休闲驿站、沙丘林塘、昆虫旅馆、
生物塔、避雨亭等依次分布，处处体现
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

生态为底，“五化”先行。秀英全力
绘就“推窗见景、全城是绿，满眼是花”
的美丽画卷，良好的人居环境也为秀英
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地处郊区、交通
不 畅 、缺 乏 活 力
——这是40年前海
口秀英区留给众人
的印象。

风景秀美、高楼
林立、产业兴旺——
这是40年后秀英区
呈现出的崭新面貌。

1982 年 9 月，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政府正式挂牌成
立。随着近几年海
口市城区不断向西
拓展，秀英区从过去
的经济发展边缘地
区，成为海口市经济
发展的新高地。昔
日的海口城乡结合
部悄然嬗变，正成为
海口最具活力的中
心城区。

省会城市政治
文化的中心、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战
略支点城市的核心
区、大南海开发区域
中心城市的新都区、
新兴产业和特色产
业的聚集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和海南“首善之城”
示范区——依托独
特的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的交通、海洋、
生态等资源优势，新
型工业、现代农业聚
集等产业优势，秀英
正朝着“一心五区”
战略目标阔步前行。

寄语

2017年，秀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
破1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400亿
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
破3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比重
连续7年排名第一。

“四个突破”和一个“第一”，各项
经济指标快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是
什么？

交通方面，秀英区拥有全国唯一
的跨海铁路、全省最大的港口海口
港，是海南连接岛外的门户。西线高
速、中线高速、东环高铁的起点都在
秀英；产业方面，光伏、医药等产业
快速发展，是海口的新型工业聚集
区。依托海口港、海口火车站等资
源，临港加工、仓储、装卸、配送等产
业极具发展潜力。现代都市农业发

展前景广阔，永兴火山荔枝、石山壅
羊等绿色无公害产品已形成品牌效
应……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一
个都不缺，关键是如何把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的动力。

重大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社会
发展，完善城市功能的有力抓手。秀
英区区长王业天表示，为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各级干部要坚持情况在一线
掌握、工作在一线开展、问题在一线
解决，在一线为企业、为项目服务。

海口复兴城西海岸互联网总部基
地、南渡江引水工程、长影“环球100”
项目、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一期……
作为海口重点项目最多的城区，秀英
区各级干部在坚持“六个一”工作机制
的基础上，创新推行“六加六”管理模

式，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推进难题，为项
目落户发展提供一流高效的服务，确
保项目按时完工。

除了激活城区的发展活力，广
袤的羊山地区，更是秀英发展的潜
力所在。

吴清伟是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的
一名返乡大学生。他说，以前羊山地
区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
后。最近这些年，秀英的城市与乡村
似乎连成了一体，旅游便道贯通了，村
里每天有专人清理垃圾。统一规划建
设的民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村
民们有的到产业基地打工，有的吃上
了“旅游饭”，大家的生活有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今年4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镇施茶村考察，总书记的嘱托，都深
深印在了村民们的脑海里。

找准特色，走人无我有产业发展
道路，这是接下来秀英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遵循：加大特色农业扶持力
度，每年拿出3000万元专项财政预算
资金，支持石斛、荔枝、黄皮、咖啡、黑
豆、壅羊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将火山口、火山熔洞、火
山古村落打造成海口“必游项目”，将
壅羊宴、石斛宴、火山石板烤肉等特色
饮食培育成火山饮食品牌。

城区的新兴产业、农村的特色产
业，两者的结合给秀英的经济发展按
下“快进键”。

秀毓其外，英蕴其中。
秀英的大跨步发展令人瞩目，同

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城乡居民正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
新风。

因海口三大港口、海口火车站、假
日海滩全都在秀英，每年春节期间，秀
英就成了进出岛旅客的集散地。为了
给大家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秀英区
已连续多年开展“一杯热姜茶温暖回家
路”平安春运志愿服务活动，让许多归
家心切的旅客感受到了海口的热情。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受大雾天气影
响琼州海峡多次停航，大量车辆和旅客
滞留秀英港、南港、新海港。在共青团
海南省委的号召下，春运期间，共有
2600多名志愿者参与海南春运“暖冬
行动”提供志愿服务，秀英区的志愿者
成了其中的主力军。

滞留的游客发现，几乎每300米
就能看到一个责任志愿者。志愿者们
骑着电动车、共享单车运送着一箱箱
水和食物，一趟接着一趟。“他们递出
的一瓶水、一盒快餐，给与的一个微

笑、一个搀扶，都让我们备受感动。”许
多游客评价说。

文明之风也吹进了秀英的乡村。
村民们逐渐摈弃陋习。过去，在秀

英区石山镇，每年春节吃公期，最普通
的人家也要摆5桌酒菜。富裕的家庭
则要连吃几天，上百桌的流水席，一顿
接着一顿，花费巨大。今年，石山镇倡
导文明过公期，许多家庭的百桌流水席
变成了一桌特色菜。

“以前的公期讲排场、比阔气，确实
太浪费。准备这么多桌菜，全家人都要

累垮。”石山镇美社村村民王永干说。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每到周

末，琅琅诵读声从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
的国学堂传出。近两年来，退休教师杜
桂芳利用冯塘村的古祠堂开办国学堂，
周末到村里教孩子们诵读《弟子规》《大
学》《中庸》，让孩子从小接受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

从城市到农村，文明新风擦亮了秀
英的底色，彰显了秀英的温度和魅力，
让其有了更深层次的美。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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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张霁

秀英区厚积了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后

发优势。我们的干部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海南

省委、海口市委的决策部署，

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

贫攻坚战、城市更新、环境保

护等工作上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起”的危机感、“坐不

住”的责任感和“争一流”的

使命感，把先天优势真正转

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大动力。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民在火山石上种植石斛。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四个突破”和一个“第一”
“一心五区”战略目标秀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1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突破400亿元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

2017年

固定资产投资
占全市比重连续 7年排名第一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举办荔枝王
比拼大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建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抢抓机遇实干担当，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秀英：从城乡结合部到活力新城区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柏青 通讯员 陈创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