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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气好，
环境也美，可不比
城镇差！”近日，在
定安县黄竹镇白塘
村，村民何声思指
着干净的村道，颇
为自豪地说。

近年来，何声
思的生活水平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村里通了公路，小
洋楼越建越多，小
轿车、电视机、电冰
箱等走进村民的日
常生活。

改革开放 40
年，定安始终坚持
生态立县，紧紧围
绕“一地一园一城”
发展战略，积极推
进产业建设，不断
改善民生福祉，使
绿水青山成为群众
的“金山银山”，让
百姓成为良好生态
的保护者、建设者
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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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优质企业促产业升级，创农业品牌助百姓增收

生态定安 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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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村庄‘脏乱差’现象相当严
重。”白塘村村民莫彩珍回忆起乡村
的往日面貌时，仍止不住感慨，“道路
不通，垃圾围村，还有牲畜散养这些
问题让村民们头疼不已。”

经过改造后，村民们的居住环境
有了极大改观。如今的白塘村，一栋
栋崭新的楼房错落有致，一盏盏明亮
的节能路灯街边矗立，村民开着小汽
车往来穿梭……

“生态环境好了，发展的机遇也

越来越多，百姓们纷纷赚起‘生态
钱’。”201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
白塘村当村官的张泰天对此深有体
会，在全省推进全域旅游、百镇千村
的背景下，白塘村村民在党员干部的
带动下，抱团发展建设共享农庄，受
到岛内外游客的欢迎，农家乐、采摘
园、特色民宿、共享农庄在白塘村落
地生根。

白塘村的转变并非孤例。近年
来，定安以生态为媒，为群众谋求民

生福祉，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全
过程，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
态化，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借力良好生态，定安规划了“一核
一带，四区多点”的全域旅游格局，以
南丽湖为核心，与全县各片区联动，通
过完善基础配套和实施景观化改造，
将乡村和城镇串联成一个没有边界、
没有围墙、没有门票，主客共享、居旅
相宜的大景区。同时，通过引进企业

和扶持创业等形式鼓励群众参与旅游
开发，让百姓们吃上“生态饭”。

据了解，下一步定安将着力挖掘
母瑞山、南丽湖等“红、绿、古”旅游资
源，大力发展红色主题旅游、休闲康
体养生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特别是
着力完善母瑞山旅游基础设施，探索
形成“红色文化+干部培训+乡村旅
游”的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优先从
红色资源中受益。

（本报定城12月28日电）

引进优质企业 调优产业机构
“从落户到投产，政府不仅给予

各种优惠政策，还全程贴心服务，这
么好的发展环境谁不愿意留下来？”
近日，定安县塔岭工业园的南国健康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陈伟斌感慨道。

“产业园选址时，曾考察过省内
多个市县，而定安的优越生态和周到
服务，让我们决心在此落户。”陈伟斌
介绍，从考察阶段，政府工作人员便
主动联络，讲解各项审批和扶持政
策，尤其是在审批环节做“减法”，上
交项目资料后，3日内就能收到答
复，极大提高入驻效率。

南国健康产业园并非个例，近年
来，定安依托生态优势和贴心服务吸

引多家企业来此投资。同时，该县始
终坚持生态为先，坚持发展低消耗、
高产值的绿色工业，实行严格的企业
准入制度，以生态指标“高门槛”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

塔岭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定安为企业提供“一站式”
服务，通过全面梳理发布统一的项目
审批、报建流程及要件，实施容缺受
理机制等手段，极大提高企业入驻效
率。同时，在企业落地后，定安各单
位不断向前延伸服务关口，为入驻企
业提供一对一的“保姆式”全程跟踪
服务，为企业解决原料、人才等多方
面难题。

改革开放40载，在新时代的历
史起点上，定安通过转变发展理念、
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定安生态环
境优良、旅游资源独特、农业生产条
件良好等优势，并基本形成农副产品
加工业、新型建材、生态制药业和康
养旅游为主的环保型产业格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
注在这座静美祥和之城。今年11月
15日，定安县政府与中青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在定
城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开发定安人文、生态和旅游资源，中
青旅华南总部基地也将落户定安。

据了解，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

签署，既是中青旅聚集优势资源、拓
宽市场空间的战略之举，也是定安
坚持招大引强、集聚发展后劲的重
要成果。定安大力推行限时办结、
极简审批、提高政府效能的承诺服
务，全力为企业落户和项目建设做
好服务。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定安将
继续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环境，为企业争速度、抢时间。
同时继续打好生态王牌，加大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营造优良投资环境，进
一步将生态优势转为产业发展强势，
促进定安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
发展，打造绿色投资热土。

建设农业品牌 百姓日子红火
“这些黑猪已经达到出栏标准，

可以作为高端猪肉产品销往深圳。”
近日，在定安县新竹镇白堆村，定安
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南
华合作社）负责人李南华正在查看
定安黑猪的生长情况，计划联系运
货商发货。

村里养殖的定安黑猪能卖到深
圳高端市场，这是村民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白堆村位于定安县的
西北部，过去村庄位置偏僻，村里产
业单一，村民以种植水稻、番薯和小

叶桉树为主，收入微薄。共有430
户的白堆村，227户是贫困户，贫困
发生率高达52.8%。

2008年，李南华在村里建起了
合作社，先后投入百万元，以“岸上
养猪、水面养鹅、水下养鱼”的立体
养殖模式发展养殖业。合作社逐渐
发展壮大，为了进一步打响定安黑
猪品牌，今年南华合作社和深圳市
联众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黑猪
溯源系统。

“每一份猪肉产品都有一个二维

码作为身份标识，消费者只需扫描这
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黑猪从生产到
销售各个流程和环节。”李南华说，他
希望能通过透明公开的生产流程塑
造定安黑猪健康的品牌形象，让每一
个定安黑猪产业发展者都能享受品
牌福利。

这只是定安建设农业品牌的缩
影。据了解，近年来，定安依托本地
特色资源大力发展富硒产业、林下经
济，并通过打造品牌促进产业升级，
促进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从而有效促

进农民增收，如今已催生出定安黑
猪、定安粽子、定安鹅和新竹芋头等
一批特色农业品牌。

品牌建设带来民生实效，据统
计，2017年定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2408 元，是 1987 年
409 元的 30.3 倍，年均增长达到
12%。

农村道路硬化了，环境变美了，
村里的农产品“走出去了”，村外的好
产品“走进来”，通过这一进一出，活
跃了乡村经济。

呵护绿水青山 生态带来财源

定安法院着力提升
司法服务水平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近年来，定安法院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坚
持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四位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法院文化服务
审判、服务干警、服务法治建设，并加大信息
化建设力度，着力提升司法服务水平。

“感谢法院的帮助，让我远在广西也能
参加庭审。”想起去年参与定安法院网络庭审
的经历，黄某仍不住感谢。

2017年9月，原告黄某与被告张某变更
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在定安法院家事法庭开庭
审理。而鉴于黄某独自带儿子远在广西生
活，前来定安法院开庭无法照顾已经上小学
的儿子。庭前，承办法官民二庭副庭长罗静
怡与书记员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沟通与确
认，在被告张某的理解和确认下，确定了以网
络开庭的方式审理该案。

庭审中，原、被告均积极配合网络庭审的
整个过程，遵守法庭纪律，听从承办法官的指
挥。在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下，促成原、被告
双方对儿子的抚养权及抚养费的承担达成协
议。对于该调解协议，承办法官除了通过视
频直播的方式与原被告双方进行沟通还与
原、被告双方建立了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对调
解协议进行商议，修改与最终确认。

罗静怡表示，网络庭审是法院在“互联
网+”时代的一次试水。在网络庭审中虽然原
告不在现场，但通过组建微信群，双方当事人
的身份信息都得到有效确认。定安法院科技
法庭通过现代化信息科技达到“庭审零距
离”，免去了当事人来回奔波，顺应了互联网
发展趋势，将互联网和司法有效结合，真正把
司法为民落到了实处。

网络庭审借助信息网络、音频视频传输、
多媒体存储等技术，创新了开庭方式，提高了
诉讼效率，同时缓解了法院押解压力，节约了
司法成本，便利了当事人，真正实现了让数据
信号多跑腿，提升审判质效，让信息化建设实
实在在服务于审判工作。这只是定安法院信
息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定安法院加大
信息化建设，利用互联网手段为司法服务工
作打开了一个特别的“窗口”。

定安法院还注重加强审判文化建设，不
断提升司法能力。创立“法官导诉制度”，在
一楼大厅设立导诉台，为前来诉讼的当事人
或者来访群众进行诉讼指导、法律释疑及案
件办理情况查询引导工作。

今年，定安县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
予“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本报定城12月28日电）

近年来，定安发展特色产业，已成功打响多个农业品牌。图为定城镇星月农庄生产的诺丽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王伦 摄

定安计划总投入 10880万元，大力推动
13个旅游扶贫项目，其中政府投资项目8个、
社会投资项目 5 个，截至目前已完成投入
13900万元，已开展游客接待的乡村旅游扶贫
重点村 7个，带动235户 754脱贫

旅游
扶贫

2018定安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
贫农副产品展销会上，爱心企业现场
扫描认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以及签订认
购协议，共有20家企业参与爱心消费
扶贫认购，认购总额达 1.02亿

消费
扶贫

端午文化美食
节期间定安粽子的
总销量达2100万个，
销售额 3.2 亿元，产
值3.6亿元

粽子
产业

数读定安产业发展

定安冷泉美景如画定安冷泉美景如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