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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打造百姓幸福家园

今年7月，三亚确定将位于主城核
心区的迎宾路两侧区域规划为三亚总
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建设总部
经济和特色商圈集聚区，凤凰海岸、月
川、东岸、海罗等4个片区为首期实施
建设单元，其中有3个片区在吉阳区。

短短几个月，位于三亚主干道迎
宾路一侧的月川棚改第19网格又变
了样。密密麻麻的商铺、房屋已被拆
除。“这里交通便利，未来这边的特色
商圈发展值得期待。”在迎宾路附近工
作多年的市民姚光充满信心。

“月川棚改迎宾路段房屋即将全部
拆迁完毕。”三亚市吉阳区城管局副局
长钟金平介绍，为稳步推进棚改工作，

吉阳区月川、临春、海罗和抱坡4个棚改
办成立了26支棚改党员先锋队，145名
扎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履职扛担
当，助推棚改项目“加速跑”，为中央商
务区落地做出“吉阳表率”。

一手抓棚改，一手控违违。在城
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一些在居民
楼、市场乱搭乱建的“铁皮屋”是城市
建设的“顽疾”。违建肆意“生长”，影
响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兼顾民生保
障与城乡管理，是吉阳区管理者的重
要考量。

对此，吉阳区围绕“精”字逐步施
策，成立无违建活动优秀区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各级干部坚持在一线掌握

情况、开展工作和靠前解决问题，确保
违建整治工出实效。仅2017年，吉阳
区已拆除违建 2579 栋/处，面积约
105.8万平方米，在三亚率先超额完成
年度拆违任务。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就要
抓项目。吉阳区坚持以保民生、促发
展为重点，着力推动棚改和拆违盘活
存量土地，为项目开发提供发展空间，
下大气力谋划和实施一批打基础、利
长远、增后劲、强支撑的重点项目，为
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增添
动力。”吉阳区区长张华文说。

如何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吉
阳区发改局成立项目审批办，安排专

人对接和梳理各业主单位的项目，根
据倒排工期表进行全程跟踪推进，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题，为项目发
展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多方合力推
动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上项目促发展的同时，吉阳区积极发
挥比较优势，持续做大做强亚龙湾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完备的旅游度假设施与国际
接轨的管理及服务水平，引领着中国度假
产业的发展，湾区年接待游客接近500万
人次。

2017年吉阳区生产总值203.91
亿元，同比增长5.4%；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万余元，同比增速8.4%，
增加值稳居三亚全市第一。

虽是深秋，鹿城仍
是满目苍翠。

10月 27日，三亚
市亚龙湾玫瑰谷，花田
飘香，游人如织。不远
处，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村内，村民房前屋后忙
个不停。博后村村民
符海冠说：“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的深入，乡村
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
开始发展民宿、餐饮
业，大家收入节节高。”

三亚红树林公园
中，市民呼吸新鲜空
气，看鹭鸟蹁跹。而在
两年前，此处还是另一
番景象——公园及附
近的山体被用作房地
产开发，与周围的绿树
青山格格不入。一场
“绿色保卫战”打响，吉
阳区叫停地产项目，修
建城市公园，扮靓美丽
鹿城。

近年来，吉阳区不
断创新思路，实干担
当，持续加强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
绿水青山；稳步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棚户区改
造和控违拆违工作，盘
活存量土地，优化产业
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补齐民生发展短
板，探索“党建+”新路
径，推动乡村振兴，为
28万百姓打造幸福家
园。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明哥，你又来啦。”近日，吉阳区
罗蓬村脱贫村民王明荣热情地招呼村
里的党员王少明到自家喝茶。王少明
种植5亩槟榔林，由于管理得当，2017
年增收30多万元，他成为村里的富典
能手之一，“明哥自告奋勇，指导我种
植槟榔，我家的收入节节高。”

今年60岁的王少明有39年党龄，
在他家大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共产
党员家庭”牌子，写明了他帮扶的3户
贫困户的信息。“作为一名党员，就应
该亮出身份，主动扛起扶贫的责任！”
王少明坚定地说。

“党员干部经常深入基层为百姓

办实事，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我深刻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也要像党
员一样帮助别人！”42岁的王明荣也
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是吉阳区开展“党建+扶贫”工
作机制取得良好效益的缩影。吉阳区
组织部部长谢发勇介绍，吉阳区实行
基层党建网格化，全区38个村、社区、
居共1931户党员家庭将全部“挂牌”
亮身份，让广大党员干部走在前、树标
杆、做表率，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注入活力。

“党建强、发展强。吉阳区围绕发
展抓党建，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
政治和组织保证。”吉阳区区委书记陈
跃表示。

以“党建+”为引领，吉阳区积极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吉阳
区选出 26 名专职党建指导员深入
726家非公企业，负责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截至目前，夏日百货、津海建
材市场、中信南航大厦、中铁置业广
场、三亚阳光金融广场等5个商圈楼
宇党支部已成立，在全区商圈楼宇开
展“党员示范商户”活动，引导党员经
营户亮出身份、挂牌示范，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
社区管理无缝隙，服务群众零距

离。吉阳区在大东海社区搭建党建服
务中心招聘俄语党建解说员，召开社
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形成以“党建+”
为引领、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区域化
基层党建大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为抓实党建工
作，吉阳区今年还组织召开区直属党
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会，全区直属党组织书记在会上进行

“面对面”述职，接受“一对一”点评，
进一步传导了抓党建促工作的责任
落实。

从三亚市区出发，一路朝东北方
向前行，驱车约30分钟就来到了位于
吉阳区的中廖村。中廖村是个黎族村
落，以“好山、好水、好风光、好民风”闻
名遐迩。

2015年10月起，三亚开始建设中
廖村美丽乡村，遵循“不砍树、不拆房、
不占田、不贪大、不求洋”的原则，打造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文明和谐新黎村。生态环境资源得到
了保护，慕名前来探秘美丽乡村之美的
游人络绎不绝。今年国庆黄金周，三亚
主要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5.17万人
次，其中，中廖村接待2.14万人次。

近年来，吉阳区将特色产业小镇、

美丽乡村建设与全域旅游、整村脱贫等
相结合，坚持以抓生态促发展，有序推
进中廖村、博后村、大茅村等美丽乡村
建设。以点带面，以面成线，逐步构建
依托亚龙湾旅游区发展的美丽乡村带，
乡村自然生态、基础设施得到大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显成效：中廖村美丽乡村
2017年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第
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称号，
中廖村成为三亚美丽乡村的“金名片”。

生态环境好了，精神文明建设也
不能落下。吉阳区通过开展“星级文
明户”“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吸
引着男女老少积极参与，培育文明乡
风，促进社会和谐；在多个村庄成立

“红白理事会”，倡导丧事简办、喜事新
办，形成崇尚文明、节俭、科学的良好
社会新风尚。

美丽乡村建设扮靓了村庄，精神
文明建设浸润了民风。在吉阳区，一
个个景美人更美的美丽乡村，正开门
迎八方客。

美丽吉阳，幸福吉阳。2017年吉
阳共投入民生建设经费3.37亿元，在
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上持续发力：推进
健康扶贫工作，辖区内公共医疗机构
全面实行“一站式”结算；实施“好校长、
好教师”引进培养工程，教育质量有效
提升，中招考试平均分位列四区之首；
实施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

费，狠抓营养餐工程，确保全区农村中
小学生吃上放心营养餐；加大就业创
业扶持力度，去年共提供47852个就
业岗位；狠抓“菜篮子”工程，全年发放
蔬菜种植补贴40.39万元，开设平价销
售点，让百姓吃上平价菜……一项项
务实举措掷地有声，一桩桩民生实事
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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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坚持以民为本，按照

“暖民心、惠民生、增幸福”要求，努力
为辖区内的28万百姓打造幸福和谐
的家园。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夯基础 | 经济发展大跨越

强党建 | 全区发展添活力

重特色 | 绘就民生新画卷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驾车沿着三亚亚龙湾绿道缓缓前
行，顺着玫瑰谷的指示牌，10月28日，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村。

整洁宽敞的乡道两旁，一栋栋村屋
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各具特色的民
宿；屋顶上有玫瑰花形状的建筑装饰
品，院子里，土狗慵懒卧躺，鸟唱虫鸣；
不远处，青山绿水间，玫瑰花田飘香，仿
佛让人置身于世外桃源。

“依托亚龙湾、玫瑰谷景区两大优
势，借着三亚建设美丽乡村的东风，我
们村这块宝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亚吉阳区博后村村民苏洪武在一边
查看自家民宿客房的网上预订情况，一
边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苏洪武以前
在深圳打拼，有了些积蓄后，去年回到
家乡和村民一起开办民宿。

苏洪武认为，要想开好民宿，就要
打造不同于酒店的独特体验。

“目前我们一共和村里12户村民合
作，请设计师对村民闲置的楼房进行专
业设计，打造各具特色的民宿。”苏洪武
介绍，他和村民还共同成立了博后旅游
民宿专业合作社，目前一共有19名社
员，已有4家民宿开业，共有70多间客
房，淡季每日房价平均200多元，旺季每
日房价最高达1000元。

除经营民宿，苏洪武还开起了农家
乐。“村民种的菜，养的家禽，都是最新
鲜的食材。”苏洪武透露，今年国庆节期
间，客房供不应求。

博后村自去年开始建设美丽乡村，
政府统一进行供水排污、垃圾处理、立
面改造等基础建设，村容村貌发生巨大
变化。看着家乡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
在外打工多年的村民选择回乡创业。

“村里现在已经开了8家民宿，越来越多
的游客慕名而来。”博后村党支部书记
苏少洪说，目前博后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已超万元。

三亚市吉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吉
阳区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扮靓村民家
园，还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既让
乡村发展可持续，也让百姓致富增收不
间断。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博后村：

村民返乡开民宿
村美民富幸福来

经济
加速发展

今年1月至8月
吉阳区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191.35亿元
完成年度任务的57.33%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推进综合得分在3个区中位居榜首

2017年吉阳区生产总值203.91亿元
同比增长5.4%

全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0000余元
同比增速8.4%
增加值稳居三亚全市第一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片区的月川生态绿道全长约11公里，项目占地面积约11公顷，是三亚市中心城区的“绿色项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吉阳区实行基层党建网格化
全区38个村、社区、居共1931户党员家庭

全部“挂牌”亮身份

党建
引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