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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管理 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民生工程

崖州区：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走进崖州中心渔港，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一艘艘渔船整齐地停靠在崭新
的码头边，全新的大型冷库和交易大
厅就设在海崖不远处。蓬勃兴旺的现
代农业、如火如荼的旅游业、方兴未艾
的新兴经济产业汇聚崖州，三亚西拓
重镇新格局初现。

“弦诵声黎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
杭。”崖州虽处天涯之远，但自南北朝起
建制崖州，宋代至1953年历代的州、郡、
县治均设在此，崖州曾作为中国最南端
的古城享有1000多年的荣耀。史志记
载，乾隆20年，崖州已设有东关市、西关
市，老街上有布店、酒店、首饰店、书店等

30多间，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1954年，崖县县委、县政府及直

属机关从崖城镇（今崖州区城区）搬到
三亚，崖城镇政治经济地位开始转折，
逐渐脱离崖县建设的主要视野。

改革开放万象新，40年的砥砺奋
进带来崖州区的城乡巨变。2001年，
崖城镇、保港镇、梅山镇、雅亮乡合并，
设立崖城镇；2015年1月，三亚市崖州
区正式成立，千年古城翻开新的历史
一页。

如今，崖州中心渔港船舶往来、鱼市
熙攘，创意产业园成为新兴经济的“孵化
摇篮”，文化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

一批新业态项目发展正劲，“南繁硅谷”
基地为热带高效农业提质夯实技术支
撑，“三城、三地、一古镇”的总体发展定
位为崖州谋划了发展新篇章……

重点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积
极推广黄秋葵、四棱豆和葡萄等高附
加值品种种植，三亚芒果、三亚豇豆等
一批农业品牌成形成势；稳步壮大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专业合作社发
展到146个，农业规模企业达4个；崖
州果蔬批发交易市场项目一期已投入
使用，结束了崖州冬季瓜菜30多年马
路交易的历史。

2017 年，崖州区实现生产总值

54.24亿元，同比增长8.7%；城镇、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2416元和15308元，分别增长8.3%
和 9%。而在 2007 年，崖城镇全镇
GDP仅为9.9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
约4.5倍。

作为三亚西拓发展中的重要区
域，崖州区的快速发展是三亚区域协
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崖州正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创意产业园等园区建
设和崖州湾新区规划建设稳步推进，
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和大学城等
一批项目相继在崖州落地生根。”崖州
区区长冯强透露。

四十年，山河依
旧，城乡巨变。

乘车沿着海南西
线高速向西疾驰，穿
过一片刚种下冬季瓜
菜的田野，高大楼宇
渐渐出现在视线中，
从窗外望去可见街道
纵 横 、车 辆 川 流 不
息。再往前，汽车驶
上宁远河大桥，只见
大河两岸草木葳蕤、
绿意盎然。如今每次
从三亚市区回老家崖
州区保平村，一路上
的所见都让三亚文史
专家张远来为家乡的
发展感到高兴。

在保平村中，许多
明清古屋得到了合理
的规划修缮，崖州民歌
传习所在村中开展得
火热，古老文化在年轻
人身上得到传承，原来
“晴天一面尘，雨天一
脚泥”的村道已经全部
实现了水泥硬化。

古往与今来，传承
与发展，崖州这座琼南
重镇，凭借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文化内涵，正在
改革加速推进的碰撞
与冲击中，尽显新区活
力，成为三亚西拓发展
中一抹亮彩。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我们村现在干净漂亮多了，好多
年也没有赌博吸毒的现象了。”崖州区
镇海村党支部书记孙芳器介绍。走入
村中，村道整洁，道旁鲜花盛开，两侧
一座座小洋楼整齐排列，围墙上一幅
幅彩绘引人注目。美丽乡村建设与社
会文明大行动让一个村庄实现了美丽
蝶变。

近年来，崖州不断创新城乡的精
细管理模式，稳步推进创文巩卫工
作。创意产业园、梅山垃圾转运站已
正常运营，崖城中心农贸市场等4个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和常态化管理成效
明显，“雪亮工程”稳步推进，净化、绿

化、彩化、亮化、美化等“五化”工作效
果显现。保洁力量、权限、资金“三下
放”到村（社区）收效显著，水南村被评
为省级卫生村，镇海村、赤草村、雅安
村、抱古村被评为市级卫生村。

铁拳禁毒成效显著。港门村、乾
隆村、保平村成功摘掉挂牌督办“帽
子”，中共崖州区委和保港派出所被评
为“全市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工
作先进集体”。

同时，崖州积极推进“零违建”社
区、行政村创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去年共拆除各类违法建筑481栋（处），
面积14.29万平方米；整治南山景区周

边海鲜排档、水果摊位、旅游购物点等
违法违规运营点，旅游市场有序经营；
升级改造完成崖城、南滨、港门、梅山等
4个农贸市场；提升城市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水平，推行部门网格联动
及限时办结机制，不断提高区域品质。

但要想彻底改变崖州底子薄、基
础差的现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关
键。崖州区牢固树立“抓好党建就是
最大政绩”理念，切实履行区委主体责
任，层层强化基层党建工作。抓好区
直机关、村级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述
职制度的有效落实，压实党建责任。

为了抓实党建工作，崖州区切实

抓好“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以理论中心组学习和

“三会一课”为主抓手，利用“远程电
教”“电视夜校”、三亚党建红云软件
等多种载体，促进广大党员真学真
信、入脑入心。

崖州区成立区委巡察机构，对临
高、乾隆、镇海、大蛋等4个村党支部
进行首轮巡察，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2017年
共立案32件3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2人，诫勉谈话9人，进一步营造了风
清气正的干事谋事环境。

宁远河因古宁远县得名，是崖州
的母亲河，不仅养育着崖州人民，河流
流域也是三亚文化资源的积聚之地。
改革开放40年，随着社会的变迁，宁
远河的生态环境也经历了由好变坏再
到如今的美丽重现。

“改革开放之初，崖城镇地区没有
太多的工厂和工地建设，当时水青岸
绿。”崖州区水南村村民裴世毅回忆
说，后来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垃圾污
水乱排、围河养殖及抽砂违建等现象
破坏了宁远河的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崖州区将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5年，崖州区启动宁远河下游崖城
大桥至高速公路桥（右岸）综合整治工

程，斥资1.2亿元对宁远河进行综合治
理；落实“河长制”，全区4条河流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鸭仔塘溪、漳波河等从
劣Ⅴ类提升到Ⅴ类标准，宁远河水质
稳定在Ⅱ类标准。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契机，崖州积
极推进民生工程建设，让“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成为群众看得见的理念。

不断完善现代化“五网”体系建
设。三公里村、北岭村等农村道路硬
板化升级改造和城东大桥、还金路建
设步伐加快；北岭村、赤草村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和水南、白超、郎芒田洋等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序推进；崖州中心渔
港二期供水工程建设完毕，正逐步推
进崖州中心渔港供电工程；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改革工作正加快
推进，到2020年基本可实现农村自来
水供水到户、抄表到户。

推进教育、医疗民生工程，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目前崖州正大力推
进抱古、北岭、南山等6所公办幼儿园和
崖州区中心学校及崖城中学改造项目
建设，创意产业园小学开学、中学项目
开工；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和健康保
障体系，制定三年行动计划，改建新建
水南、赤草等6家村卫生室；依托“医联
体”继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构建

“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
加大文化保护力度，增强百姓的

归属感。持续推进崖州古城墙、古城
藏经阁、东关民国骑楼街区、迎旺塔、

何秉礼故居、临高骑楼街区等历史遗
迹和水南、城西、万代桥、盛德堂等历
史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成立三亚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崖州民歌
传习所加强对崖州民歌等传承、推广，
延续文化根脉，文化惠民暖人心。

崖州区区委书记林有炽表示，为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崖
州将继续推进美丽乡村、崖州医院、崖
城中学改造、历史文化名镇、三馆等民
生项目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上锐意创新、建功立业，切实
扛起崖州的责任担当。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开创发展新格局

党建引领新气象

生态护航惠民生

南山村：

文明榜样
提振村民精气神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正值深秋，沿山峦谷步入三亚市崖
州区南山村，只见新修的村道整洁宽敞，
两侧的楼房色彩简约、造型大方。路旁
是农家庭院，庭院中凉亭掩映于绿树之
中，孩子正在葡萄架下乘凉看书，一派农
家幸福之景。

2017年以来，为配合美丽乡村建
设，激发村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南山
村开展了“美丽庭院”与“卫生文明户”的
创建评选活动，旨在树立起文明榜样，提
振村民的精气神，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
村振兴的建设。

“看，那里有一只松鼠，现在我们已
经是见多了，也不会打扰它们。”在南山
村村民罗德新院子里，只见两栋二层小
楼并排而立，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更有松
鼠跳跃其间。

在罗德新家的门上，挂着“美丽庭
院”和“文明家庭户”的牌子。去年，南山
村开展“卫生文明户”及“美丽庭院户”创
建评选活动，今年5月份首批评选出8
户“文明卫生户”和4户“美丽庭院户”，
罗德新家两项兼得。

“大家的庭院都那么漂亮，我也不能
把钱随便花掉然后让自己家破破烂烂。”
罗德新介绍说，他们家曾因南山景区开
发得到一笔补偿款，但他家没将这笔钱
挥霍掉，而是用来发展生产，目前在三亚
市天涯区等地承包了10亩地种瓜菜，每
年至少净挣六七万元。

在南山村村民罗海章的家中，海南
日报记者发现，他家庭院干净整齐，原来
房前屋后堆放柴火、杂物的地方改建成
了小花园。

“虽然没有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但是
看到有的村民家中的庭院搞得很漂亮，
我自己也受到了鼓舞，心想他们家能那
么漂亮，我家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我就
自己种了盆栽，搞了绿化。”罗海章介绍
说，慢慢地家人也都养成了不乱扔垃圾、
爱护环境的好习惯。

“开展卫生文明户评选活动，目的在
于引导广大村民和家庭树立文明卫生理
念，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实现庭院居室的
净化、绿化、美化。”崖州区委宣传部部长
全妍表示，南山村就是可供全区各个乡
村学习的一个点，但是这个示范点，也并
非采用政府包办打造的模式，而是以点
带面激发村民建设的美丽家园的热情。

三亚崖州区委书记林有炽表示，崖
州区正努力推动乡村净化、美化，让农村
卫生环境成为构建农村文明的底色，更
用环境卫生治理新举措带来乡村振兴的
新气象，努力形成村民自发努力奋斗的
良好民风。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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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07年，崖城镇全镇GDP仅为9.9亿元
10年时间，增长了约4.5倍

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新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崖州区推进“零违建”社区、行政村创建：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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