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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越来越好 文化开发越来越深入 居民日子越过越好

“醇美兴隆”再现兴旺气象

1978年，当改革开

放的大潮开始席卷神州

大地，美丽的海南岛上，

兴隆人紧紧把握住机

遇，在太阳河畔的发展

画卷上添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1992年，兴隆创办

华侨旅游度假城的请示

获省政府批准。次年6

月，华侨旅游度假城总

体规划获专家评审通

过。从此，兴隆跨入了

新时期的发展快车道。

2011 年 12 月底，

万宁市成立兴隆华侨旅

游经济区，全面推动兴

隆经济腾飞，兴隆群众

也进一步享受到发展带

来的红利。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海南再一次迎

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

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兴隆华侨旅游经济

区又一次踩准时代的

“鼓点”。驱动深化改

革、产业升级“双引擎”，

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

如今，兴隆华侨旅游经

济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

脉络渐趋成型，将为万

宁建设滨海花园城市、

打造清新度假胜地扛起

兴隆担当。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兴隆最有特色的，当数其丰富的
文化内涵。”12月9日，福建游客魏理慕
名前来兴隆旅游，他见到了具有泰国、
新加坡、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风格的建
筑，观看了摇曳热情的东南亚风情歌
舞，“还有好吃的东南亚美食。在国内，
一个地方能同时接触到这么多的民俗
文化，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据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兴隆
接纳了来自不少国家的归国华侨。华
侨们归国后，也将各国的民俗文化带

入兴隆，在兴隆形成了多个华侨村。
在后来的旅游大开发中，这些侨村资
源被开发成当地最受游客喜爱的旅游
景点。

“华侨们在饮食、衣着、娱乐、语言
甚至习俗上构建了兴隆独有的归侨文
化。”印尼归侨林民富说，兴隆独特的归
侨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兴隆以
温泉水、归侨歌舞文化和饮食文化为特
色的旅游业走向兴旺。

在符福胜看来，归侨文化在兴隆这

片热土上得到了孕育成长，也为兴隆增
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兴隆独
特的饮食文化，既有煮咖喱、烤沙嗲、炒
咖啡等东南亚风情美食，也融合了我们
海南的风味。可以说，兴隆是一个多民
俗文化集结的地区，简直像个‘小联合
国’。”符福胜说。

“兴隆亚洲风情园里有泰国村、越
南村、印尼村、马来村和新加坡村等，都
非常有文化特色。”家住兴隆的余晴在
离兴隆亚洲风情园不远的地方开了一

间小超市，有时候她也会为前来购物的
游客推荐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去处，“比
如新加坡村的鱼尾狮雕像、泰国村的多
手大佛等，还有专门表演东南亚各国歌
舞的文艺队……”

73岁的印尼归侨杜添江和老伴在
兴隆经营一家印尼餐厅，餐厅从装修到
菜系都是十足的印尼风格，接待过不少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杜添江说，兴隆
的咖啡、东南亚歌舞、温泉等特色旅游
产品，都非常受游客青睐。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了。”今年73岁高龄的符福胜是马来西
亚归侨，2岁时被父母带到海南兴隆华
侨农场，亲眼见证了这块热土数十年间
的变化。他说，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
让兴隆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机，也
给兴隆带来了日新月异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兴隆大多还是泥巴路，
大家开沟挖渠，垦荒造田，种番薯，种香
茅，种咖啡，种橡胶……只有逢年过节
才舍得穿新衣服。”

20世纪90年代，兴隆华侨农场开
始对场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把陡坡
降低，把弯道改直，把泥土路改成水泥
路。1993年，兴隆大力打造华侨旅游
度假城，首先投入5000多万元兴建了6

条标准公路，实现旅游区公路四级联
网，随后又筹资兴建连接海南省东线高
速公路的兴梅大道。路网完善了，不止
方便了游客进出景区，更直接改变了兴
隆人的生活。

印尼归侨子女王小玉在回忆文章
中写到，自己孩童时期的兴隆，茅舍随
处可见，物质匮乏，想买斤肉得骑自行
车到10多公里外的牛漏墟；而今重回
兴隆，已是处处椰树娇花、酒店温泉，今
非昔比，让人沉迷其间。

改革开放以来，兴隆不仅经济飞速
发展，生态环境也持续优化，城乡面貌
得到明显改善。

据了解，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通
过实施“双修”工程，深入开展“绿化宝

岛”大行动，以村庄绿化和村道绿化建
设为主，大力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彩
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兴隆国家
侨乡森林公园的生态物种，全面完成
造林任务，全区森林覆盖率始终保持
在66%以上。

在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上，兴隆
华侨旅游经济区以创建省级卫生镇为
抓手，重点抓好镇墟沿街环境卫生、集
贸市场秩序整治、连队卫生“四乱”整
治，集中人力物力，对辖区开展全面的
卫生死角整治，清除背街小巷“牛皮癣”
小广告，整治各路段车辆乱停乱放，整
治乱摆乱卖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使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观。

在生态保护机制上，兴隆华侨旅游

经济区通过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
排放计划，实行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

“一证式”管理，同时组织人员对污染源
调查摸底，对旅游城内治理未达标的单
位加强管理，建立整改台账，确保整改
到位，并将超标排放问题及整改情况向
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工委
书记林志飞表示，兴隆区还全面推行

“河长制”，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总目标，扎实推进水资源环境保
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
等6大任务。“经过治理，兴隆区境内的
太阳河、长兴河、礼纪水及支流两岸变
得干净，河畅水清。”林志飞说。

“兴隆是海南乃至全国知名的老牌
旅游区，也是万宁发展的一个标志。”万
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说，万宁“十三五”规
划提出优先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
代服务业，实施“重振兴隆”旅游品牌行
动计划。

张美文表示，要打好兴隆“侨乡、咖
啡、温泉、生态、发财（寓意生意兴隆）、
兰花”等6张牌，针对自驾游、散客游的
不同需求，重新打造旅游产品。

“兴隆如今正在转型。”林志飞说，
当前兴隆正着力把旅游、农业等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拓展重点产业发
展空间，增强产业发展动能，优化产业
结构。

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兴隆华
侨经济旅游区围绕全域旅游评估验收
标准，通过“点、线、面”结合，加强旅游
新业态、新线路、新产品的开发供给。
目前，兴隆区已开放兴隆绿道，将兴隆
热带植物园和兴隆热带花园两大景区
连接起来，带动乡村游、美食游等元素
发展。下一步，兴隆区还将加快兴隆热
带花园改造升级、推进咖啡公园、东南
亚风情园、水镇花街、凤凰山森林公园
等新旅游项目建设，发展共享农庄推动
乡村旅游建设。

在热带特色农业发展方面，兴隆
华侨旅游经济区将在确保基础产业
收入的同时，加快培育咖啡、槟榔等

重点产业，实施品牌强农战略，积极
培育新业态，打造富硒槟榔产业园、
兴隆咖啡公园等品牌农业。培育扶
持兴隆咖啡厂、兴隆咖啡谷等一批集
种植、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龙头
企业，以“咖啡+文化+互联网+旅游”
的发展模式重塑兴隆咖啡品牌,重塑
旅游产业辉煌。

据悉，“兴隆咖啡”目前已获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及海南省十
大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荣誉称号，兴隆
咖啡谷入选海南共享农庄创建试点，并
获评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品牌兴农
成效明显。

据悉，仅2018年，万宁市委、市政

府安排在兴隆地区的市重点项目就有
35个，年度计划投资29.4亿元。其中，
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2018年固定资产
投 资 约 7723.9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2.1%，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0元，同
比增长9.4%。

“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将积极做好
项目跟踪服务，不断发展壮大各类经济
实体，为兴隆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物质支撑。”林志飞说，兴隆区将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拓宽旅游服务业，培育新兴产业，
加快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兴隆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本报万城12月13日电)

“兴隆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侨乡文化越开发越丰富

“重振兴隆”蓝图越来越清晰

·
兴
隆

“重振兴隆”

万宁市“十三五”规划提出，优
先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
业，实施重振兴隆旅游品牌行动计
划，加快日月湾、石梅湾、南燕湾、神
州半岛、乌场保定湾、山根湾、山钦
湾等大型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扶
持传统老牌景区升级改造，新建东
南亚风情园、兴隆热带动植物园、兴
隆咖啡公园等一批旅游景区景点，
提升生态休闲旅游乡村建设运营水
平，增强旅游综合承载力。

兴隆咖啡

华侨情结，百姓情谊，是兴隆咖

啡独特的文化内涵。周恩来总理曾
说，“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我喝
过许多外国咖啡，还是我们自己种
的咖啡好喝。”2007年底，原国家质
检总局批准对“兴隆咖啡”实施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

兴隆温泉

兴隆温泉富含矿物成分，常年
保持高水温，有极强疗养功效。

华侨农场

兴隆华侨农场是全国最大的华
侨农场，创建于 1951 年 9 月。50 多
年来，兴隆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来
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国华侨
1万多人。2007年，省政府将兴隆华
侨农场下放至属地的万宁市，实行
政企分离。2011年，经省、市政府批
准同意，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
区管理机构成立，兴隆华侨旅游经
济区保留华侨农场牌子，实行“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

兴隆咖啡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占地约
4525 亩，预计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打造 500
亩有机咖啡标准化种植核心基地，
构建咖啡众创空间；扩建 450 亩咖
啡深加工厂；构建 380 亩咖啡庄园
休闲消费体验区，建设兴隆咖啡主
题文化公园，建设咖啡物流仓储及
关联产品配送中心；打造咖啡文化
博物馆，建设兴隆咖啡电子商务平
台，建设咖啡研究院，建设咖啡专业
学校，建设咖啡检测中心，建设咖啡
及咖啡冲泡器具关联产品展示中
心，产业园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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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兴隆旅游区。 （万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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