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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区夯基底，以民为本促发展，生态优先展新颜

天涯区：奏响强区新乐曲

如今，天涯区南边海环河口棚改
片区已是另一片光景。棚改地上，密
密麻麻的房屋被逐一拆除，原先被遮
盖住的海天一色美景渐现靓颜——这
让居住在周边社区多年的于慧感慨颇
深：“近看蓝海，远看青山，环河口片区
区位优势显著，听说未来要发展邮轮
经济、游艇产业、总部经济，我们都很
期待！”

棚改所带来的可喜改变，既有美
景，还有大好前景。亲历从“违建重灾
区”向城市商业综合体转型，海坡村村
委会主任薛锡刚说：“以前村里382亩
的土地密密麻麻‘长’着468栋错乱房
屋，建房密度大、违建占主体、利益交

织深等让发展治理困难重重。”
作为三亚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主旧城区交错的行政区，此前，像海坡
村这样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
连片的“二元结构”景象并不难寻，城
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通病顽疾”，严重制约着城市可持续
性发展。

经济要发展，城乡待转型，如何谋
变？“海坡村棚改项目以‘拆’促‘改’加
速推进，历时近10个月完成棚改征拆
工作，涉及人口达3000余人。在科学
规划下，村里将被打造成大型高端旅
游服务综合体，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设施也将走进村里，造福更多

百姓。”薛锡刚说。
变革的脚步永不止步。2017年，

天涯区把棚改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城
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高效推进“阳
光海岸”、南边海环河口片区、西瓜村
芒果村等棚改项目，盘活低效存量土
地，用可持续性的发展考量谋划城市
产业格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
推进西岛渔村、文门村等美丽乡村建
设，将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等特色产业
引入乡村，为乡村经济注入新动能，提
升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供给质量、乡村
治理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土地资源盘活，为产业发展打基
础；营商环境优化，则为优质项目落地

提供“敲门砖”。对此，天涯区创新“互
联网+”思维，探索构建全方位智慧化
管理体系，精细化管理城市筑巢引凤，
递出精品城市名片招商引资。

2017年，天涯区生产总值180.2
亿元，同比增长7%，成为三亚经济发
展主力军，占全市比重逾三成。“天涯
区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升，今年我们还将持续发
展新兴科技产业，加快推进遥感信息
产业园、京东智谷小镇、梅村综合物流
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建设，不断推
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天涯区区委书
记林海说。

金秋季节，又到硕果
丰收时。此刻的鹿城仍沐
浴在和风暖阳之中，处处
焕发着蓬勃生机——

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海
坡村的凤凰海鲜广场迎来
旅游旺季，绿树环绕的园
林式餐厅内热闹非凡，各
式海鲜大餐飘香四溢。此
情此景令海坡村村民邓永
梅动容：“棚改加速城乡转
型，招商引资做强经济，为
我们带来新生活。”

在大山深处的天涯区
台楼村，村民黄德强近日
正忙着将自家养的阉鸡入
笼装车，通过电商平台将
山货卖进城里。“感谢天涯
区扶贫干部、志愿者的关
心，他们进村入户给我们
贫困户进行心理辅导，帮
助我们重拾奋斗的勇气。”

三亚河畔，碧水潺潺、
白鹭翩飞，山、水、城相融，
生态风光惹人沉醉。步行
于三亚河东路上，感受着
宜人美景，三亚市民潘后
凤充满感慨：“近年来三亚
保护环境新举措不断，生
态越来越好，在这工作、生
活是种幸福。”

这一组组生动剪影，尽
显三亚市天涯区多个领域
的瞩目成就。自2015年三
亚撤镇设区以来，天涯人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优化产业格局做强经
济，党建惠民造福百姓，生
态文明建设优化环境，助力
鹿城发展提质腾飞。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春园二巷里的大树树根凸出地
面，影响行车行人出行，易造成安全隐
患。”近日，三亚市民纪亚妹在天涯区定
期举行的党代表、人大代表（以下简称

“两代表”）联合接待活动中反映了此问
题。“天涯区园林绿化所的工作人员很
快与我联系，并去现场核实，排除了安
全隐患。”“天涯速度”令纪亚妹惊喜。

“‘两代表’联合接待活动每月定
期在全区45个村（社区）开展，让党代
表和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在一线为群
众排忧解难，各职能部门也能及时发
现工作中的短板，有效推动各项工作
更加高效精准开展。”天涯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童立艳说。截至2018年上半
年，天涯区共接待党员、群众689人次，
收到意见和建议共计741件，承办单位
两个月内全部完成答复，有效解决百
姓难题，获得百姓的信任和认可。

这只是天涯区以党建惠民生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天涯区着力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转变干部作风，引领更
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引入社工服务
紧抓脱贫攻坚工作，切实解决百姓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拿出真金
白银大力度推进民生工作，全力打造
幸福城市。2017年，天涯区民生支出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2%，创

历史新高，社会保障赢得民心。
“‘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学

校、医院、文体设施日渐完善，沙地变
高楼、菜地变商区，作为天涯人，我很
自豪！”三亚市民王水秋说。

天涯区将人民幸福作为各项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幸福感在百姓
间传递——

台楼村村民黄德强不再“看天吃
饭”，收入更稳定、有保障。天涯区创
新购买社工扶志和第三方农技服务，
成立慈善基金会，积极推进百户千人
产业扶持项目，改善贫困户生活；

市民张芸境点赞更好的教育、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完善的社会保
障体系、更高效的城市管理。教育事业
优先发展，村里娃有了优质小学、幼儿
园，“健康天涯”加快实施，“三无小区”
迎来规范化管理，扶贫公交开进大山
里，社区网格化管理无缝隙和无盲点，
创新社会治理，百姓生活更加便捷；

“候鸟老人”罗九如满意更舒适、
友好的人居环境。天涯区深入生态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优化宜居环境，
并创新成立“候鸟”党支部，引导“新居
民”参与城市建设，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居住
环境更和谐……

“田野里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以
前是海中的礁石吗？文门村景观独
特，还有钦差读书石、黄道婆纺址、天
涯驿道等历史遗迹，这条乡村游路线
太美了！”徜徉在天涯区文门村中，黎
族风情、特色礁石、历史遗迹等自然与
人文相结合的美景令上海游客郝孟怡
如痴如醉，“三亚气候适宜、环境优美，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等优质资
源，生态环境令人向往！”

三亚收获生态好口碑、好名声，其
实在情理之中。近年来，三亚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着力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打造环境友好、健康宜居的

生态之城。其中，坐拥三亚湾、三亚
河等重要城市自然景观的天涯区，创
新环境整治工作，以“双十行动”为抓
手，持续推进全区三亚湾补沙、三亚
河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全面落实

“河长制”护河净河，推进小旧渔船淘
汰工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
进绿化宝岛行动，仅去年全民义务植
树近10万株，将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
相统一，让好山好水好风光成为鹿城
重要名片。

“我们重视城乡环境品质提升，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打造生态村，
文门村被列入国家第一批‘绿色村庄’

和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名单；三亚
首个美丽渔村——西岛获评中国最美
渔村，深挖渔村文化、红色文化、海洋
文化等资源，集文创旅游、民宿度假、
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为一体，景区与
社区融合发展，城乡居民共享生态福
利。”天涯区区长江雄标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
天涯区稳步探索“双修”升级版、“创文
巩卫”、乡村振兴战略等“绿色实践”，
生态和谐之城渐显新颜——

生态更宜人，坚持走生态道路，优
化城市“自然圈”，海豚腾跃、蛙鸣虫叫、
白鹭翩飞等美景成为城市常态景观；

机制更健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长效
机制，全面落实“河长制”“库长制”“湾长
制”，全方位呵护山、海、河、城生态环境；

发展更健康，将生态保护与产业
发展协同推进，使最好的资源吸引最
好的投资，不断调优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坚决不上任
何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

如今，站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发
展新起点，新使命催人前行，新目标激
励争先，天涯人定将攻坚克难、创新求
索、砥砺奋进。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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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大力推进三亚河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全方位呵护城市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你别看这个果子不起眼、味道不
好闻，却是能促进新陈代谢的‘保健
果’，在市场上非常畅销哩！”10月22日
一大早，三亚市天涯区抱前村村民符进
忠在自家诺丽果园中一边修剪枝叶、一
边向记者介绍，“我们与公司合作种植
诺丽果，公司统一收购，销路不用愁，收
入更有保障了。”

以前，由于缺乏产业、资金、技术，
符进忠一家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而今，随着天涯区产业扶贫等工作的扎
实推进，符进忠发展起种植诺丽果、养
土鸡等特色产业，成为村里有名的“致
富能手”，甜日子蒸蒸日上。

拔“穷根”，摘“穷帽”，符进忠的变
化源于天涯区着力推进的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工作。近年来，天涯区因地制
宜，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产业
扶贫，创新手段机制，培育文明新风，外
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贫
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
成果，令致富带富蔚然成风，城乡发展
迎来新气象。

“2017年，天涯区政府实施教育、医
疗、住房等‘三保障’帮扶政策，并积极
引入致富产业，帮助村里560余名贫困
村民全部脱贫。”天涯区抱前村脱贫攻
坚中队队长邢益飞说，目前抱前村村民
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

其中，结合抱前村自然资源优势，
天涯区精准推进香水莲花种植、红掌种
植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参与，共同致
富奔小康。“通过创新‘基层组织+贫困
户+企业’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和帮扶对
象参与产业组织化，发展红掌、莲花、火
龙果、本地山羊、小金桔和光伏等一批
项目，激活乡村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抱前村党总支部书记麦胜荣说。

天涯区委相关负责人说，天涯区还
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开展扶贫招聘
会、制作宣传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力争实现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目标，助力乡村振兴，造福
一方百姓。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三亚天涯区抱前村产业扶贫
显成效：

精准帮扶为贫困户
构筑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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