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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山字经”，打好“生态牌”，做好“山、水、林、田”文章

育才生态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驱车行驶在育才生态区的道路
上，两旁青山苍翠，绿树成荫，空气格
外清新。

生态是最核心、最宝贵的发展资
源。三亚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育才生态
区调研时强调，育才生态区要将生态保
护摆在第一位，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
展特色生态产业，保护好育才生态区的
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设区以来，育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把生态保护摆
在第一位，切实念好“山字经”，打好“生
态牌”，做好“山、水、林、田”文章，以多规
合一为统领，切实保护生态红线。落实

生态补偿，严惩破坏环境行为。
育才生态区是三亚重要水源地。

为加强 88459 亩重点公益林管护，
2017年，育才生态区成立了30人专职
护林员队伍，分片包干，具体划分小班
进行管护，优化森林结构，增强森林生
态功能。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行为，去年以来制止各类毁林行为32
起，配合市森林公安局立案查处 2
起。育才生态区还积极配合三亚市中
院，成立育才生态区环境资源巡回法
庭，为育才环境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与市城郊人民法院联合开展普法
宣传，将“岸丈山”毁林案庭审现场会

放在案发地雅林村，以发生在身边的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广大群众树立生态
保护意识。同时，落实生态补偿工作，
全区10个村中的7个已列入生态补偿
范围。

据悉，海南农垦农场改制后，育才
生态区积极理顺地方与农场的关系，
秉承“大生态”理念，按照“一盘棋”管
理格局，整合资源，多方合作，在保护
中求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目前，育才
生态区邀请了国内知名规划机构对全
区进行整体规划，以科学规划统领发
展，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亚育才生态区工委书记陈向奋

透露，该区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与中科院遥感所合作，建设环境遥
感监测系统，用卫星对育才辖区内的

“山、水、林、田”进行24小时监控，哪
里发生盗伐林木、森林火灾以及水体
污染等，一看监控视频便知，此举既可
以减少管护成本，而且还能精准打击
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生态保护需多管齐下。育才生态区
全面落实“河长制”，开展河湖巡查，组织开
展河道内污染物清理，疏浚河道。同时，
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按照国家标准制
定和完善“创文巩卫”各项规章制度，推
动“创文巩卫”网格化管理、常态化。

群峰绵延，这里是
山的世界；森林覆盖率
达69.53%，这里是绿
的海洋。育才作为三
亚市核心生态区，素有
“三亚后花园”的美誉。

如何念好“山字
经”，在保护好育才的
青山绿水的同时，争取
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
育才生态区面前最大
的难题。“抓党建、保稳
定、护生态、促发展。”
近年来，育才生态区工
委、管委会按照三亚市
委、市政府要求，秉承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
的发展理念，以多规合
一为统领，做好“山、
水、林、田”文章，创新
思路，因地制宜做强特
色农业带动产业扶贫，
同时，大力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乡村旅
游，培育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努力建设“经济
繁荣、社会文明、生态
宜居、人民幸福”的美
好新育才。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黄媛艳

育才生态区是三亚唯一一个以黎
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全区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23 户 4600
人，占据全市建档立卡户人数的一半
以上，是鹿城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

脱贫攻坚，党建引领。育才生态
区建立区主要领导包片联系，区班子
领导、各办局包村联系及区、村、村小
组三级网格工作联动机制，形成齐抓
共管工作格局，同时加强对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的管理。

“我们还举办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考察学习培训班，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切实提高村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水平。”三亚育才生
态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符儒敬
告诉记者。

育才生态区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探索出“龙头企业+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电商服务站”“龙头企业+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脱贫户”“企业+村集
体+农户+标准化”等多种产业扶贫模
式，闯出一条“生态+产业”新路子，既
保持生态文明发展，又实现企业受益、
村集体经济壮大、贫困户增收致富的

“多赢”局面，推动扶贫工作从“输血”到
“造血”蜕变。育才生态区还通过一系
列的农业产业扶持，推动农业产业规

模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10月24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育才生态区马亮村花卉生产基地看
到，十多名村民在大棚里忙碌着，有的
在施肥，有的在剪枝。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育才生态区
引入海南梦想休闲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展花卉产业，面积达100多亩，村里
79户农户用土地入股，其中包括25户
贫困户，有8名贫困户在这里就业。自
今年6月份花卉基地投入运营以来，已
有1000余人次村民在此务工，每名村
民工作一天至少有100元工资，为马亮
村及附近村民增收10余万元。

除了马亮的花卉基地，育才生态
区还有抱安蜂蜜、马脚村火龙果、那受
村百香果、冬季瓜菜等特色农业，有力
带动百姓脱贫致富。

在脱贫攻坚战中，如何壮大村集
体经济？目前，育才生态区今年成立
了三亚市育才生态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为500万元，辖区10个
村每个村以50万元扶贫资金入股，作
为各村发展美丽乡村、民宿经济、农旅
项目等扶贫项目的引导资金。马亮
村、那受村的资金投入到花卉生产基
地中，每年有10%左右的固定投资收
益，村集体经济逐渐壮大。

受核心生态区、边远山区等多方
面因素制约，育才生态区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各项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

海南日报记者在育才生态区采访
时，就看到多条道路正在施工，有的在
拓宽、有的在翻新。如今，育才生态区
正在加快“五网”建设，辖区内的村庄已
全部通电，北部山区饮水工程加快建
设，着力解决百姓安全饮水问题。同
时，该区还依托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不
断完善各村委会田洋整治、渠道改造、
机耕路建设等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确保百姓农业用水，解决制约百
姓主导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育才生态区是三亚美丽乡村建设

的“大平台”。育才生态区的村庄均是
生态红线保护区边上规模村，是城镇
化最低的地方。目前，育才生态区充
分发挥生态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
和民族特色突出的优势特点，大力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

大项目进入，大项目带动。育才生
态区强化招商引资，以高标准、高门槛，
结合当地实际精准招商，积极引入中国
华阳集团、益田廊坊集团、河南建业集
团等大型企业，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特色民族风情，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生
态优势和产业支撑的美丽乡村。

今年，育才生态区把旅游业、农

业、互联网三者相结合，重点推进马
亮、那受和那会3个美丽乡村建设，并
启动了明善、马脚、抱安和雅林二期美
丽乡村建设。通过结合本地农产品特
色和民俗风情，该区多个美丽乡村积
极开发有机亲子果蔬采摘园、苗药种
植观光园、山兰稻谷基地、苗家传统酒
坊、苗家特色工艺品中心等“旅游+农
业”项目，村民从以往的“卖林木”转化
为“卖风景”，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育
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乡村旅游发展离不开便捷的交通
和优美的环境。育才生态区着力提高
旅游的便利性，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
共交通能力，推动育才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育才生态区还在乡村中稳步推
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和“创文巩卫”工
作，通过网格化管理，制定和完善各项
巩卫规章制度，高标准、严要求，全面
加强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推动巩卫网
格化管理，常态化清理卫生死角及各
类垃圾。通过开展“大清扫、大整治”
和“党员主题活动日”等系列主题活
动，广泛发动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共同
参与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整治，有
效改善区容区貌，提升村民综合素质，
百姓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人翁”责任感
不断增强，全区凝心聚力发展的热情
日渐高涨。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生态优先，践行绿色发展

党建引领，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美丽育才，培育乡村旅游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黄媛艳

千亩火龙果，分布在一个个小山坡
上，一眼望不到头。10月24日下午，海
南日报记者来到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马脚
村火龙果基地，详细了解该项目如何在
产业扶贫中，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据介绍，马脚村千亩火龙果基地由
海南省扶贫龙头企业——海南水果岛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规划面积
2500亩，分两期建设。其中，第一期开
发1000亩，已种植820亩火龙果 7个
月，明年春节可陆续收获。目前，该基地
已带动周边近300名村民就业，含43名
贫困户、脱贫户。

当天下午，马脚村那门村民小组贫
困村民吉桂英、张海燕等人正在基地给
火龙果剪枝、施肥、浇水。吉桂英说，她
家就在火龙果基地附近，骑车5分钟就
可以上班，家庭因小孩生病致贫，现在她
在基地工作每天收入130元。

“火龙果基地种植的火龙果目前有
13个品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通过光
照技术调节产期，可实现全年供应。”
火龙果基地负责人吉成雄介绍，“火龙
果 7 个月就可以投产，3 年进入高产
期，每亩可达1万斤。基地这批火龙果
已经被订购一空。”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现场了解到，
这里还有35对夫妇承包基地的火龙果
种植，年收入可达十余万元，这又是怎么
回事呢？

那阳村民小组贫困村民林晓清夫
妇就在基地承包了25亩火龙果种植，
公司提供种苗、肥料以及种植技术，林
晓清夫妇负责施肥、剪枝、除草等日常
管理。

“我今年8月跟火龙果基地签订火龙
果种植承包合同，现在早上7点到基地上
班，中午11点回家，下午2点上班，6点回
家，就像公司的工人一样上下班。”林晓
清说，根据合同约定，基地每月支付他们
夫妻俩7000元工资，另外，火龙果采收，
他还能每斤提成0.2元，每亩火龙果第一
年就能产5000斤，第三年可达1万斤，这
样全年工资收入有84000元，加上提成
分红，全年收入有10多万元。

据了解，这些农民经过培训后，掌握
了火龙果种植技术，他们还可以回家自己
种，基地负责回收成品果。在龙头企业带
动下，马脚火龙果基地周边的农民收入犹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幸福的日子有了盼头。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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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生态区通过一系列农业产业扶持，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图为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常年蔬菜基地进行工业化水耕蔬菜种植。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