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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村有山有水，环境优美，
周边河流中的虾、蟹鲜美，农家养
的山鸡口感好，村庄距万洋高速不
足5公里，咱们可以尝试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屯昌乌坡镇芽石铺村
村民邓积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过
去芽石铺村是个偏居深山一隅的
落后村庄，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后，屯昌县委、县政府将该村整村
搬迁。2015年，屯昌县整合资金
992万元择新址，为村民们修建13
栋住宅楼及村民文化室、乡村小
学。入住新房后，海航集团出资
41.5万元完善道路、排水沟等基础
设施，并资助全村村民50万元的房

屋装修款。
整村搬迁后，芽石铺村被评为

美丽乡村。邓积海说，屯昌在建设
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引导村民在发
展原有产业的基础上，转化思路，
拓宽增收渠道。

把风景变成产业，让美丽转化
成生产力。屯昌把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作为增加群众收入、调整产业结
构、加快贫困村脱贫攻坚步伐的突
破口。该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过程中，注重在巩固“一产”的基础
上，“接二连三”融合第二、第三产
业，走上了一条“产业融合、业态多
元、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本村自然资源丰富、区位条
件好，十分适合发展南药种植产
业。”芽石铺村驻村第一书记邝法
说，该村因地制宜、规划产业，让乡
村发展焕发生机。目前，屯昌县政
府正在扶持该村村民种植南药，将
芽石铺村与周边的药材厂、满昌园
水库连片打造成乡村休闲旅游度
假区。

据了解，屯昌按照“创业增收
生活美”的要求，建设美丽乡村，努
力打造“一村一品”或“一村多品”，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目前，该县已涌现
出“屯昌山鸡”“枫木苦瓜”等一批

特色品牌。
同时，屯昌加大美丽乡村宣传

推介力度，围绕新兴镇坡陈村等7
个第一批招商引资示范村，制作拍
摄招商引资宣传片，展现美丽乡村
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区位优势
及产业扶持政策。据了解，屯昌县
政府已与上海赢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了乌坡镇美丽乡村项目
合作协议，计划以青梯村、芽石铺
村为载体，结合南药种植、特色农
产品种植、基本农田整治打造田园
综合体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进入
规划设计阶段。

（本报屯城12月26日电）

推进“两大发展战略”，发展“三大支柱产业”

“绿色引擎”驱动屯昌加速跑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改革开放40年，屯昌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增
强城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有效改善了
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力
提升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
与获得感。

40年再出发，今日的
屯昌，正逐步从昔日落后的
山区小城加快建设成为一
座绿色生态、富足共享的现
代化城市。

屯昌县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屯昌将全面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新
机遇，扎实推进产城融合、
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两大
发展战略”，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南药研学、中医健
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
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提升社会管理
服务水平，狠抓干部队伍建
设，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新突破。

在屯昌县坡心镇关朗村，150
亩的田洋里管道密布，肥水从养殖
场流出，经过沼气池后进入田间，
滋养着瓜菜。曾经的污染源，现今
变成了宝贝，专家称为生态循环农
业，而农民称其为“转着圈挣钱”。

“在过去，养猪，尤其是大规模
养猪，意味着污染。养殖过程中，
产生的污水和猪粪等废弃物不经
处理便排放出去，不仅臭气熏天，
还极易污染土壤、水源。”关朗村光
明瓜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春光
说，合作社按照生态循环农业的要
求对猪场进行改造后，曾经的废水
变成了肥水，废弃物成了有机肥
料，形成了“猪—沼—菜”的生态循
环模式。

“农业成本高、利润薄、风险
大，‘猪—沼—菜’转了一个圈，节

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还保护了
生态。”刘春光说。

铺开屯昌生态循环农业地图，
这种“转着圈”的养殖小区，分布在
该县8个乡镇。2015年以来，屯昌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
当地的自然环境优势，率先在我省
发展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通过在
全县铺开建设生态养殖小区等措
施，形成了“猪—沼—果”“猪—沼
—瓜菜”等多种生态循环农业种养
模式。

“这样一来，不仅养猪过程中
的恶臭和污染物减少了，我们每年
还能产生价值数千元的有机肥料，
用于种植农作物。农业走绿色发
展道路，为村庄留下了乡愁。”对于
这样的转变，光明瓜菜种植合作社
社员黄海滨高兴地说。

近年来，作为养殖大县和瓜菜
大县，屯昌意识到传统农畜业普及
存在生产粗放、产业链条短、资源
利用率低和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必须积极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生
产结构，找到应对之法。为此，屯
昌建设生态循环养殖小区，将畜禽
粪便“变废为宝”，沼气发电、沼液
作肥，解决畜牧业污染和耕地质量
下降等问题的同时，提高了农产品
的质量，“转”出了绿色效益。

“我们还探索将农业和旅游相
结合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屯昌的绿水
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
山。”屯昌农业局副局长王石介绍，
屯昌引进自动化、智能化养殖设
施，发展立体种养业，还引入猪哈
哈的农场、梦幻香山等企业，通过

打造大型农业休闲体验公园，将生
态循环农业建设与亲子旅游、芳香
经济等热点产业相结合，让生态循
环农业变成时尚产业，促进了产业
的融合发展，拓展了产业发展空
间，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据统计，截至目前，屯昌累计
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7.02万
亩，落实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
选址57个，改良土壤2万亩。目
前，该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
合利用率达95%，年沼液、沼渣利
用量19万吨，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势头良好。

王石表示，下一步，屯昌将继
续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品牌
化营销，加快推进产品市场体系建
设，提升屯昌农产品的市场影响
力，努力打造屯昌农业“王牌”。

屯昌县屯城镇北面，过去是一
片野生林地。如今，这里25.6平方
公里的土地经清理平整后，被规划
为产城融合示范区。

2016年9月，屯昌产城融合示
范区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为
我省唯一获得国家支持的产城融
合示范区。太极集团等企业先后
入驻该示范区，奏响了屯昌加快发
展的乐章。

“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建设是机
遇，更是助推产业更新升级的动
力。”屯昌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屯
昌将以此为契机，实现城市发展水

平的整体提升。坚持规划引领、
“多规合一”，着力优化城镇功能和
产业布局，实现产业发展空间与城
市承载能力双提升，形成优势互
补、各有侧重、密切协作、整体提升
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我们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
好的环境。”屯昌县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屯昌加快完善产
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尽快形成
示范区“四纵四横”路网架构，并加
快建设城北新区污水管网，改造输
变电设施，完善产城融合示范区服
务功能，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同时，屯昌按照城乡发展“一
盘棋”的思路，依托特色农业资源
重点引进发展黑猪、香鸡、山茶油、
柠檬等农业产业，计划在产城融合
示范区内加快精深加工和南药研
发生产，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引
进建设饲料加工、肉制品加工等项
目；并争取引进知名企业建设创意
创业基地、农产品加工等项目，围
绕产城融合示范区产业项目布局
发展农业和农村关联产业，实现产
城融合发展。

以产城融合为契机推进城镇
化建设，屯昌依据紧凑的县域地理

空间布局，确定并初步形成以县城
为中心、带动其他7个镇协同发展
的城市化格局。根据规划，屯昌产
城融合示范区可辐射周边区域面
积约50平方公里。

如今，在产城融合战略驱动下，
屯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完善
基础设施，精心谋划，加快特色产业
小镇建设步伐。预计到2019年底，
屯昌将培育出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
小镇。其中，包括乌坡南药养生风
情小镇、坡心农业公园小镇、枫木冬
季瓜菜小镇、西昌特色养殖小镇等
6个特色产业小镇。

太极集团总投资 4.6
亿元、年销售20亿元的南
药制药项目动工建设，预计
2019年中建成试产。新成
立的太极集团南药种植公
司、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落户屯昌，将带动广藿香种
植生产，拉长南药产业链

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

建设绿色生态
富足共享新屯昌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改革开放的40年间，屯昌始终坚持砥
砺奋进，不断向前，为人民群众谋福祉。40
年岁月荏苒，变化的是不断攀升的屯昌各
项经济指数和人民幸福指数；不变的是山
青水绿的美好环境。

近日，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因改革开放
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屯昌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更加严实的作
风，更加务实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

“改革开放40周年，给我们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新的动力。”田志强表示，屯昌持
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推进经
济、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绿色生态富
足共享新屯昌，扛起新时代的新责任，努力
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以及美好新海南的建设中扛起屯
昌担当，体现屯昌作为。

强经济、护生态、谋民生，屯昌从以下
方面，奋力谱写发展新篇章——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站在改革开
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
新起点上，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积极探索推进农垦改革、

“多规合一”、“放管服”和财税体制等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培育现代产业
体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全县域生态循环
农业“两大发展战略”，着力发展特色农产
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中医健康养生旅游

“三大支柱产业”，着力构建屯昌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
态立县、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协调统筹制订和管理
全县各类规划。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规划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持续开
展林业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加
大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力度，深入推进违
法建筑整治工作。同时，建立健全生态文
明建设长效机制。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主体
责任，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
作，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探索建立生态环
境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
制，依法严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扎实开
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形成全社会维护生态环境、坚持绿色
发展的氛围和共识。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公共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持续推进脱贫攻坚，统筹
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城乡低保
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农村五保户
全部实行财政供养，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
实现保基本下的广覆盖。大力发展以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
业，不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持续提升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屯城12月26日电）

规划并加快建设 38 个美
丽乡村，编制完成 23 个行政
村、169 个自然村的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

21 个行政村被命名为海
南省美丽乡村，力争2019年
实现38个村达到基础型标准，
至少 13个村达到提升型标准

截至今年10月
底，屯昌6个产业小
镇已有 5 个镇开工
建设；其中，3 个镇
已建成一期工程，
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大幅提升，环境面
貌得到较大改善

循环农业 | 变废为宝“转”出绿色效益

产城融合 | 优化城镇功能和产业布局

乡村振兴 | 变美丽资源为美丽经济

产城融合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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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猪哈哈的农场推出集装箱客房。

屯昌南坤镇农户在养牛。

屯昌县国家农业公园猪哈哈的农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