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已巩固建设

全区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85.86%2018年
上半年

更在全省首创“12345+网格化”美兰联动工作平台

16个便民生活圈 6条特色餐饮街 3个地方文化特色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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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还是向东？
这是家住海口市美兰区海府一横

路的林阮生每天出门晨跑时，都会面临
的两种选择。

往西，林阮生可以沿着美舍河两岸
的亲水栈道跑个来回，这条海口人的母
亲河自经过综合治理后，便受到了众多
晨练者的青睐。“以前每次经过几乎都
是捂着鼻子走，没想到现在风景变得这
么好。”林阮生感慨颇深。

枕河而居的街坊们还记得，变化始
于一年多前：在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对辖
区水体进行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
补水、生态修复等全面治理的同时，美
兰区落实流域共治机制，将美舍河等
87个水体纳入河长制范围。

可“河长”们分散四处，如何更好地

实现联动？美兰区在海口全市率先推
行“一河一策、一河一图、一河一表、一
河一群（工作群）、一河一档”的“五个
一”工作机制，用一个个虚拟办公室串
起一张治水的信息大网。

作为美兰区总河长，“巡河”成了美
兰区委书记冯琳的一项固定工作。“定
期巡查河道，不仅是为了摸清自己的

‘责任田’，更是为了让河道治理变成常
规的行政行为。”在冯琳看来，穿城而过
的河流水系结成了与每个百姓休戚相
关的民生之网，因此治水改变的不仅仅
是一条河。

改变的，的确不只是一条河。顺着
“河长制”这条藤，美兰区全面落实“湾
长制”，并通过海洋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和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构建起陆海统

筹、河海兼顾的新治理体系。
所以当林阮生掉个方向朝东跑时，

看到的是依托滨江路带状景观带，以生
态修复拓展绿色空间，打造而成的集娱
乐休闲、体育健身、现代服务于一体的
亲水生态绿廊。昔日脏乱差的南渡江
畔早已改变了模样。

“以前纠结没地儿跑，现在是纠结
去哪儿跑。”林阮生的“小烦恼”，既是对
生态修复成果的肯定，也源自美兰厚实
的生态“家底”。

依水而兴的美兰，境内江海交汇、港
汊纵横。流淌千年的南渡江、美舍河、海
甸溪横穿城区注入大海，孕育了长达118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更滋养出绵延50公
里、面积达4000公顷的东寨港红树林保
护区，整个城区宛如一个由河、园、林、

海、滩等生态要素有机组合的景区。
冯琳说，这是美兰的禀赋，也是美

兰必须要扛起的生态责任。
责任从党员干部抓起。通过建立健

全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美兰区
探索编制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自然
资源资产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研究报告。

另一边，美兰区绿水青山志愿服务
队、白沙门环保教育站、新埠渔民护湾护
河志愿服务队等组织在全市率先成立，
志愿者们在日常巡查中对违法行为进行
取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执法行动的同
时，常态化、公益性的环保宣教活动带动
越来越多辖区群众共建“生态美兰”。

将责任系在一根绳上，而今正让生
态保护成为美兰区从上到下的一场自
觉行动。

在海口，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
谋划的一场“大生
态”建设正全面铺
开，扼守海口城北
门户的美兰区自是
勇立潮头。

依托江河海岛
交融的城市空间，美
兰区将河网水系、林
荫绿环、滩涂湿地等
自然生态要素与城
市更新理念有机连
接，构筑起自然、社
会、经济同荣共兴的
复合生态系统。

一座生态审美
下的城市客厅，不是
乌托邦式的画卷，而
是诗意场所与人性
空间的相通相融。

美兰区的“生态
故事”，是启示，也是
趋势。

海口市美兰区委书记冯琳

40年来，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美兰区改革创新，勇于

探索，锐意进取，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均取得

长足进步。海口江东新区承

载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使命，代表着海南改革开

放的形象。选址江东建设新

区是省委、省政府综合考虑

区位、交通、土地、人口及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以

及海澄文区域协调发展而作

出的科学决策，对美兰而言，

这既是沉甸甸的工作责任，

更是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

美兰区将举全区之力推

进江东新区开发建设工作，

切实履行好江东新区开发建

设的属地责任，以“一天当三

天用”“不惜脱几层皮”的干

劲，全力推进江东新区路网

建设用地征收和重点项目用

地征收工作，积极开展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为

江东新区建设贡献美兰的一

份力量。

寄语

在生态学中，城市被定义为一个以
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

这也意味着，当“上了年纪”的河床
会被淤泥堵塞，城市里的一条条街巷道
路同样会“变老”。

“整条路破烂不堪，平时走路都困
难，更别提下雨天了！”两年前的情景，
在美兰区白龙街道中贤二村经营餐饮
店的陈修梅记忆犹新。

曲曲弯弯的背街小巷，往往见证着一
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沧桑变迁。随着城
市化浪潮铺天盖地的推进，越来越多像
中贤二村主路一样的街巷却疲态渐显。

由此，一场始于“脚下修路，头上点
灯”的拉网式整治改造行动在美兰全面
铺开。

美兰区通过PPP项目引进社会资
本，坚持设计先行，在最大限度保留小

街小巷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辖区内
673条小街小巷的硬件设施和人文氛
围进行双巩固、双提升。

中贤二村1250米长的主街及7条
附属小巷也被纳入了改造范围，并在短
短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路面、外立面、
管线、排水等硬件更新，变身为“15分
钟便民生活圈”的一部分，路畅了，百姓
的心也欢了。

街坊们欣喜的，更是生活品质的不
断提升。

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美兰
区今年在全市率先实施“社区更新微实
事”项目，投入1200万元选取海甸、人
民、白龙、和平南4个街道作试点，让社
区居民参与民生实事中“微事”“小事”
项目的政府预算决策过程，真正形成

“政府善治+社会共治+社区自治”良好

格局。
以民情、民声、民愿为导向，美兰区

加快推进交通优化、棚户区改造、水体
治理、城市增绿、文化复兴、土地修复、
品质提升等城市更新工作，不仅巩固建
设16个便民生活圈、6条特色餐饮街、3
个地方文化特色夜市，更在全省首创

“12345+网格化”美兰联动工作平台，
利用科技力量实施精细化管理，让居民
的烦心事可在两小时内解决。

区别于城市更新的精细化，美兰在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时则更显“野趣”。

采摘果实、垂钓、吃农家菜、住特色
主题民宿……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家住
海口市区的刘洋都会带上家人驱车到
美兰区演丰镇玩上一圈。这座掩映于
红树林里的小镇，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
环境优势，重点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渔

业、特色民宿、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吸引
游人如织的同时，也正实现着乡村振兴。

怀揣着乡村以外的更多想象，更开
阔的视野正在形成。目前，《海南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
2020》修编工作已正式启动，美兰区计
划重点从民宿建设、旅游产品及线路开
发、宣传推广着手，将湿地保护与美丽
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演丰镇的新定位，是美兰大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例子。

围绕“一廊三片四特色”的总体规
划，美兰区今年共计投入专项资金5030
万元，统筹推进14个美丽乡村创建，打
造出丁荣湖郊野公园农业示范区、大致
坡镇“十美乡村”、三江镇“鹤舞九湖”乡
村旅游品牌，并将于今年创建30个文明
生态村，由此重启人与村庄的对话。

眺望一座城市天际线，你的目光会
最先聚焦在哪里？

家住美兰区蓝天路附近的陈森说，
闭上眼童年时一架架飞机从头顶呼啸
而过的景象仍历历在目。只是如今大
英山老机场停止了喧嚣，未来海南第一
高楼——高429米的海口双子塔·北塔
将在这里再次冲向天际。

“复苏”的城市天际线如同一面镜
子，倒映出美兰区域发展的价值缩影。

以海秀东路、海府路、蓝天路、大英山
为重点的核心商业圈不断扩展延伸，全区
商贸、金融、旅游、汽车和餐饮等多层次的
消费业态稳步发展，核心商业区、特色商
业街和社区三级商贸网点保持在4万家
以上，15家企业总部陆续落户国兴大道

北侧一带，20多家汽车4S店围聚江东琼
山大道沿线，以美兰国际机场为主要平台
的现代物流企业发展至63家……

大项目、大企业纷纷安营扎寨，背
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环境好！”这是陈森从一个普通群
众角度给出的答案。“以前到处都是乱糟
糟的，现在整个街区经过升级改造后，不
仅生活方便了，商圈人气也明显变旺。”

“幸福指数”与“经济利益”互相倚
靠，“可持续性”底部支撑——站在生态
文明的视角下，美兰区的崛起思路大致
可用这样一个等边三角形来概括。这一
理念同样反映在美兰区不断优化的现代
产业体系里：2018年上半年，全区第三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85.86%，逐

步呈现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特点的现代产业发展趋势。

就像双子塔于海口的意义不仅限于一
个“高”字，在“一江两‘岸’、东西双港驱动”
的海口城市发展格局中独占“一江一岸一
港”的美兰，其价值也绝不止于“四分之一”。

俯瞰海口江东新区，连接铺前大桥
和琼山大道的江东大道二期等路网建
设快速推进，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
目塔吊林立，新区路网总体规划和南渡
江跨江通道、白驹大道延长线等项目规
划建设有序推进……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中
展示区，如今江东新区的建设景象更是
一派热火朝天。也有人不免发出疑问：
就这么大点地方，土地从哪来？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位于美兰区
灵山镇拾桂村、榕树村、田上村总面积达
4.51 万平方米的 73宗违建应声倒地
——两个月前的这场拆违行动，正是美
兰重剂起沉疴为新区建设腾空间的缩
影。截至10月，美兰区已拆违466宗，面
积达24.7万平方米。

“维护环境，服务发展。美兰区通过
平稳有序的阳光征拆、消除违建，扫清重点
项目建设‘障碍’。”在美兰区委副书记、区
长周健看来，强化监管执法、防治环境污
染、完善基础设施、和谐征地拆迁的“保姆
式服务”正让江东新区发展跑出新速度。

走好经济与生态的“平衡木”，而今
美兰也正用一场有机更新重塑着人与城
市的关系。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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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美兰区演丰镇的海南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俯瞰建设中的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二期工程。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陈焕智 摄

将自然生态要素与城市更新理念有机连接，构筑起复合生态系统

美兰：生态赋能城市新未来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王聘钊

逐步呈现高人力资本、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特点的现
代产业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