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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屯昌活动日”启幕

卅载岁月绘染出如画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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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李冰 美编：孙发强A08 关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屯昌活动日”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憨态可掬的卡通小猪睁开圆溜溜
的大眼睛好奇地张望，新鲜饱满的柠
檬泛着清香诱人品尝，斗笠、提篮等竹
编作品精巧别致、引人注目……10月
30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成就展“屯昌活动日”在省博物馆拉
开序幕。富锌柠檬、枫木苦瓜、屯昌竹
编以及小猪玩偶、小猪钥匙扣等具有
屯昌特色的农副产品和旅游文创产品
亮相展区，吸引了诸多目光。

“这个凉拌柠檬特别爽口，完全没
有涩味，我在别的地方还没试过呢。”
观展市民李华在工作人员的邀请下，
尝了一口屯昌特色美食凉拌柠檬，惊
艳于这道小食的美味。

“这是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
专门改良过的特色柠檬，不仅没有普
通柠檬的酸涩味，还富含硒、锌等营养

元素。”工作人员介绍，梦幻香山园区
目前约有350亩柠檬田，除了销售鲜
果，还制作柠檬鲜茶、柠檬干、柠檬精
油等系列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同
时，景区还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走出
一条农旅结合的道路，开发出柠檬采
摘、香文化体验等旅游项目，引得游人
纷至沓来。

“做旅游采摘，赚完果钱，还能赚
景观钱，一个小柠檬可以拓展出一条
农旅结合的产业链。”该工作人员介
绍，屯昌正在尝试通过企业统一提供
种苗、肥料、技术和销路的模式，扶持
周边农户发展柠檬种植产业，同时共
享优质旅游资源，打造集种植、加工、
销售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旅结合生
态产业链条，让农户们能够共享产业

“甜果”。
“我们要展示的，不仅是称斤论

两的农产品，更是农产品背后的农

耕文化。”工作人员介绍，今天展出
的卡通小猪玩偶和小猪钥匙扣来
自猪哈哈的农场，不仅象征了屯昌
黑猪这一闻名遐迩的农产品品牌，
更体现了屯昌人民的纯朴好客。
正是通过“农产品+文创”的方式，
屯昌不断打造出多种创意旅游产
品，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屯昌的历
史、民俗和饮食文化。

近年来，屯昌县不断推行农业调
优增效，在全县推行“一乡一业 一镇
一品”扶贫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已成功
推出梦幻香山柠檬、坡心镇白石溪板
栗地瓜、西昌镇香鸡、枫木苦瓜和乌坡
镇秀珍菇等一批产业项目，并结合当
地自然风光，逐步拓展为集观光、体
验、住宿、采摘及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条，形成具有屯昌特色的文化旅游景
点和文化品牌。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屯昌特色农副产品、旅游文创产品亮相省博物馆

农旅结合赚出绿色效益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别样风情，画里屯昌。10
月30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成就展“屯昌活动日”
在海南省博物馆启幕。活动
将持续至 11月 15日，全方位
展示绿色生态富足共享新屯
昌的形象。

大屏幕上，纪录片《别样风
情在屯昌》带着人们“走进”了
山清水秀的屯昌，一曲清歌《画
里故乡》和坡陈武术表演《武动
四方》描绘了屯昌的美丽生态
和独特民间文化，现场聚集岛
内外30多家媒体进行全媒体
传播。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成就展“屯昌活动日”由省
委宣传部主办，屯昌县委、屯昌
县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省博物馆共同承办，活动日
期间每天预计吸引约6000人
次观展。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年来，屯昌与海
南经济特区共同成长。1988
年，屯昌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2.254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985元。2017年，屯昌县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70.18亿元，人
均生产总值26406元。

30年岁月荏苒，变化的是
不断攀升的各项经济指数和人
民幸福指数，不变的是山青水
绿的美好环境。今日的屯昌，
正从昔日的小山城逐步建设成
为一座绿色生态、富足共享的
现代化城市。

省博物馆展馆内，人潮涌动。不
少群众驻足了解屯昌发展史，拿出手
机拍照留念。“屯昌的变化太大了，已
经不是过去那个破旧的小山城了。”6
年前曾在屯昌工作过的海口市民陈
万参观展览后感触颇深。他说，曾经
坑坑洼洼的泥泞道路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平坦宽阔的街道，“现在的屯

昌越来越有城市范了。”
近年来，屯昌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不断更新城乡软硬件设施。
屯昌交通“六大工程”窄路面拓宽工
程全面开工，完成5座危桥改造和60
公里自然村硬化路建设；城市和行政
村实现光纤宽带、4G网络全覆盖；启
动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

年行动计划，完成102个农村电网升
级改造项目；屯城至新兴管网配水工
程试运行，良坡水厂项目、天然气管
网一期工程顺利推进……一批支撑
屯昌长远发展的交通、水利、电力、通
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开工建设，

“五网”不断完善。
“屯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带动了旅游、康养等产业的发展，城
市发展很有后劲。”屯昌县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随着万宁到洋浦
高速公路的开通，屯昌将进一步凸
显其作为海南中部地区通往沿海城
市的重要交通枢纽、省会经济圈和
海南中部地区商贸物流交汇点的重
要性。

屯昌一直将增进民生福祉作
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就业、社保、农村饮水安全、扶
贫开发以及教体卫等领域不断加
大投入。

这些年来，屯昌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
验中学、武进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屯昌实验小学等优质学校的建设，
给孩子们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
境。家庭医生全面签约服务、屯昌

县中医院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合作办医等政策和举措，
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

此外，屯昌还围绕脱贫攻坚工
作，加强机制建设和资源投入，实
施产业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就业
扶贫等多项精准扶贫措施，在实
行县、镇、村三级帮扶人责任机制
的基础上，派出372名干部脱产驻
村工作；投入5639.58万元实施18

个整村推进贫困村 393 个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据
统计，2017年，屯昌全年投入扶贫
资金 1.88 亿元，2924 户 13212 名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5个贫困村脱
贫出列。

目前，屯昌全县建有图书馆、文
化馆、博物馆、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
一批重点公共文化体育基础设施,
文化体育场地面积 58.99 万平方
米，人均面积达到1.9平方米；每年

送琼剧下乡80场以上。
蓝图催人奋进，征程任重道

远。屯昌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精神，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抢抓屯昌发展的新机遇，进一步解
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
绿色生态富足共享新屯昌，为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屯昌力量。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

预计到2019年底
培育6个特色产业小镇

■乌坡南药养生风情小镇

■枫木冬季瓜菜小镇

■西昌特色养殖小镇

■南坤（中坤）油茶小镇

■坡心农业公园小镇

■新兴旅游和健康养生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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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屯昌建成
海航国家农业公园示范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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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示范基地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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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大局下抢抓发展新机遇，屯昌扎实
推进产城融合、全县域生态循环农
业“两大发展战略”，以特色农产品
精深加工、南药研学、中医健康养生
旅游作为“三大支柱产业”，催动经
济引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狠抓干部
队伍建设，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据了解，作为传统农业县，屯昌
立足当地的自然环境优势，发展全县
域生态循环农业，于2015年被认定
为全国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在过去，养猪，尤其是大规模

养猪，意味着污染。养殖过程中，产
生的污水和猪粪等废弃物不经处理
便排放出去，不仅臭气熏天，还极易
污染土壤、水源。”特地来海口观展
的屯昌农民王海宾说，近年来，屯昌
不断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农民
们在生态养殖小区养猪，不仅让废
水变成了肥水，废弃物成了有机肥
料，还形成了“猪-肥-热作”“猪-
沼-电”等生态循环模式。

截至2017年，屯昌建成海航国
家农业公园示范区等区域循环项目
4个、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示范基地
35个；112个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和
43个林下养殖小区实现主体小循
环；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63万亩，

113 个水肥一体化基地辐射农田
6.56万亩，改良土壤近3万亩。

2016年9月，屯昌产城融合示
范区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为
我省唯一获得国家支持的产城融合
示范区，太极集团等企业先后入驻，
为屯昌奏响了新的发展乐章。

“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建设，是
机遇，更是助推产业更新升级的
动力。”屯昌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屯昌以此为契机，优化产业布
局，坚持规划引领、多规合一，着力
优化城镇功能布局和产业布局，实
现产业发展空间与城市承载能力
双提升，形成优势互补、各有侧
重、密切协作、整体提升的区域协同

发展格局。
屯昌以产城融合为契机推进城

镇化建设，依据紧凑的县域地理空
间布局，确定并初步形成以县城为
中心，带动其他7个镇协同发展的
城市化格局。根据规划，屯昌产城
融合示范区可辐射周边区域面积约
50平方公里。

如今，在产城融合战略的驱动
下，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户，屯昌加
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精心谋划，加
快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步伐。预计到
2019年底，屯昌将培育出乌坡南药
养生风情小镇、坡心农业公园小镇、
枫木冬季瓜菜小镇、西昌特色养殖
小镇等6个特色产业小镇。

“两大战略”催动经济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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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生产总值26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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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余军军 摄一批具有屯昌特色的农副产品和旅游文创产品亮相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