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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创建绿色翠屏、一心一意谋发展，绘就生态文明乡村新篇章

致富路上的“绿色账单”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发展最动
人的底色……

远眺琼中什运乡光一村，仿若一
处静谧的人间仙境。走进村庄，移步
换景，随处透着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新房黄墙上色彩斑斓，绘上了栩
栩如生的壁画；粉刷过的屋院门面，承
载着村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曲
折幽深的村道串起89户村民，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成为最美景象。

“以前村里很多房子破旧不堪，居

住安全都难以保障。现在住上了新
房，村里道路硬化了，村里实现了大变
样。”光一村村民王玉珠说，文明生态
村创建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改善
了农村的环境，给村里带来了人气和
活力。

光一村的变化只是琼中全面提升
村民生活品质的一个缩影。琼中通过
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推广“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处理
模式，实现全村垃圾无害化处理，解决

了农村环境“脏、乱、差”突出问题。
好山好水好风景，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坚持保护生态发展，实现生态
与经济比翼双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打开方式”。

以此同时，琼中遵循“一村一景、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要求，根据不同
地区条件、特色资源与文化底蕴，推进
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让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民族特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民族关系更加和谐。
据介绍，琼中以实现“五美”为目

标，脱贫攻坚为主线，富美乡村建设为
载体，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产业富
民、特色居家乡村、文明乡风建设和社
会创新治理四大工程，截至目前已成
功创建文明生态村544个，实现自然
村全覆盖，其中什寒村、番道村、新民
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大边村、堑
对村等10个村庄荣获“省级文明村”
称号。

破茧成蝶 | 走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 通讯员 陈泽汝

初冬时节，山涧溪水清澈见底，草
木葱茏山水相依、城景相融，行走在百
花岭风景区，处处生机盎然……

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南西线和中线
美景，被游客认可。在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
下，琼中乡村旅游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机
遇。如何抓住机遇，促进乡村旅游升级？

琼中以打造富美乡村为载体，不
断扩大乡村旅游版图，强化顶层设计，
坚持规划引领、抓好特色、资金整合、
完善基础，打造“奔格内”乡村休闲旅
游品牌，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方式，推动

“农文旅”融合发展。
作为海南生态核心区，琼中有“海

南之心、三江之源、森林王国、绿橙之

乡、黎苗家园”的美称。让旅游扶贫模
式在生态乡村遍地开花，在脱贫攻坚
征途上“加速奔跑”。伴随着琼乐高速
公路的通车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善，
文明生态村迎来了发展机遇，将琼中
乡村旅游多方面潜在优势转化成经济
优势，使琼中优质的生态环境“绿水青
山转换成金山银山”。

如今，琼中入选海南首批全域旅
游创建示范县，“奔格内”乡村旅游品
牌享誉省内外，“五片八区十线”旅游
发展格局提档升级，乡村旅游六大核
心工程加快建设，首次与全省最大的
俄罗斯组团旅行社合作，并制定专门
的国际游客旅游线路（堑对村—云湖
乡村旅游区、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带动了群众参与农家乐、民宿、
特色产品开发等业态。2018年前9
个月，全县接待游客超 131.74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4.34亿元。其中，乡
村旅游接待超55.39万人次，实现乡村
旅游收入2.017亿余元。

同时，琼中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围
绕全域旅游，推动旅游+文化模式发
展，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向规模化转变；
坚持“就地取材、因势因地而建、不搞
大拆大建”的规划建设理念，充分挖掘
村庄现有的地形村貌、田园风光、历史
遗迹、风土人情等资源禀赋，结合全域
旅游和特色产业小镇建设，突出黎族
苗族文化和绿色发展两大主题，推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

展，做到“一村一规、一村一景、一村一
韵”，实行“一控、二守、三坚持”。

琼中坚持全域打造，按照“布点、连
线、建片、成面”的原则，成功推出了什
寒、堑对、便文、新寨、合老等各具特色
的乡村休闲游特色村庄，建成“黎苗风
情”“森林科考”“田园风光”“红色印记”
等10条“奔格内”乡村休闲游线路。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表示，琼中将
继续严守生态保护线，主动扛起生态
保护责任担当，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加大生态污染治理力
度，共同维护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生态、扶贫开发紧密结合，打造热带风
情和琼中特色的精品小镇和文明生态
乡村。 （本报营根12月11日电）

抓住机遇 | 打造“旅游＋”模式金名片

“听说琼中山清水秀雨林美，百闻
不如一见，趁休假就带家人来感受一
下，绕着村子走了个遍，果真是世外桃
源，空气清新，随处一拍都是大片。”在
什寒村，游客曾祥指着相机里的照片
满意地说，琼中是一个来了就不愿离
开的地方。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海南
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一笔既买不
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琼中是海南
的生态保护核心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83.74%，肩负沉重的生态保护责任。

琼中在创建生态文明的同时，也
在算着自己的生态“经济账”。创建文

明生态村，村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靠山吃山，靠发展生态产业走出致富
路子，经济发展了，村民也能增加收
入，生活水平提升，村民才更加主动支
持和参与文明生态创建中。

既要生态文明，又要经济发展。
这是琼中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指导思
想，按照“规划引领、示范带动、全面推
进、配套建设、突出特色、持续提升”的
要求，坚持以脱贫攻坚为导向，以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和黎族苗族传统文化
风貌为核心，以产业富民、特色居家乡
村、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社会管理创新
四大工程为抓手。

群众腰包鼓起来了，村容村貌靓
丽起来了，生态文明保护起来了，村民
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都会为了
生活忙碌而奔波。“生态文明是第一
位，绿色发展是中心，农民增收是核
心，要让农民能算清这些经济账，从而
算出信心、算出方向，这样既建好文明
生态村，也增加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
保护了琼中的生态。”红毛镇什寒村驻
村第一书记林刚认为。

什寒村依托良好生态吃上“乡村
旅游饭”，通过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共
享农庄实现脱贫，是绿水青山所蕴藏
的巨大经济效益，也证明生态文明可

以成为群众的致富靠山。只要守护并
利用好优美的生态环境，积极探索把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方法路
径，自然资源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
富，琼中定能开辟新天地。

近年来，什寒村通过大力推进生
态旅游脱贫工程，实现了“党建实、百
姓富、产业强、生态美”，走出一条具有
琼中特色的乡村旅游扶贫新路子，昔
日的贫困小村蝶变为“全国文明村
镇”，先后荣获“2014年中国最美乡愁
旅游村寨”“全国生态文化村”等多项
殊荣，成为琼中文明生态村创建和旅
游脱贫的成功典范。

擦亮底色 | 算清生态发展“经济账”

村在山中、人在景
中……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创建文明生态村以
来，以乡村文明、环境优
美、宜居天堂为目标，打
造了一批文明生态村，
绘就了一幅幅生态扶贫
新画卷，形成了文明社
会新风尚，让百姓走上
了绿色致富路、收获了
生态幸福感。

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琼中坚决贯彻
“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开展了
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推进美丽
海南新琼中建设、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助力脱贫攻坚、生态
旅游建设，促进琼中全
面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环境保护
到特色产业发展，从
“奔格内”乡村旅游到
“文明生态乡村”建设，
从旅游扶贫开发到百
姓幸福指数的提高
……琼中的发展，让外
界惊叹不已。

琼中“五网”建设按下“快进键”

交通巨变铺就
百姓“幸福路”
■ 通讯员 陈泽汝

“现在，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去哪
儿都方便啦！”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运乡光一村村民王冬飘对交通变化
说出了最直接的感受。

琼中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过去一
直被贴着“偏远”“五网”基础差、“闭塞”

“落后”的标签。随着海南省“田”字型高
速公路主骨架加快构建，“四好农村路”
不断完善，琼中交通区位优势在海南中
部乃至在全省层面都将有重大提升，让
琼中驶入了交通发展“快车道”，乡村五
网建设随即按下了“快进键”。

“琼中不断提高对交通在经济发展
重要性的认识，抢抓交通发展机遇，区位
地位发生大逆转，老百姓一直渴望的交
通幸福路，也就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财富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副
书记、县长王琼龙表示。

“现在交通越来越便捷了，村里的发
展渐渐好了起来。”湾岭镇加章村村民王
世海感慨，一条高速公路就能将这个昔
日贫困村跟上时代发展节奏，踏准脱贫
攻坚的步伐

出门走硬化路，还表现在一组数据
上——近年来，琼中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项目共270个，其中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
共53条、窄路面拓宽工程共73条、县道
升级改造工程共3条、农村公路桥梁建设
及危桥改造工程共88座、旅游资源路工
程共3条。2018年将实施“四好农村路”
通道绿化工程，在风景优美的路段，设置
了6个观景平台，供游客观赏风景。

此外，琼中推进县城公共交通发展，
补齐公交运营短板，切实为县城群众出
行和游客游览观光提供更舒适、更便捷、
更普惠的公共交通服务，全力打造安全、
低碳、绿色、环保、节能交通。

在打造内引外连交通格局的同时，
琼中路网、水网、电网、气网、光网“五网”
也越织越密。如率先在全省开展管道燃
气进村工程、率先在全省推行“水环境治
理项目PPP模式”，道路硬化通达率、自
来水普及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电网、
互联网实现全覆盖，走出了一条具有琼
中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伴随着琼乐“最美高速”公路的开
通，路通财通，琼中各旅游景区、乡村旅
游点更是引来了省内外大量自驾游客纷
至沓来，徜徉琼中好山好水。

（本报营根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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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环抱的琼中响土村。 蔡承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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