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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
莹）春节后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木棉
花绽放，正迎来客流旺季。2月 11
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昌
江全县领导干部前往七叉镇尼下村
的木棉红景区开展了一次义务植树
活动，为该县发展全域全季旅游添绿
增彩。

在木棉红景区公路两旁，昌江全
县领导干部挥锹铲土，种下了240棵
木棉树苗。据悉，今年是昌江四套班
子领导连续第二年在春节后带队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通过领导干部带头
参加义务植树的方式，引导群众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参与植树造林活
动，助力该县发展全域全季旅游产
业，为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提供强

有力的生态支撑。
去年，昌江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取得了喜人成绩：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揭牌，王下乡入选全国“两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此外，该县造林
7713 亩，完成省下达造林任务的
102.8%；新增花卉种植面积7219亩，
完成省下达任务的103.1%；在2018
年底建立了我省首个林业生态修复

基地。
近年来，昌江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利用
得天独厚的山、水、林、田、湖、海、湿
地等特色生态资源，推动林业生态
规划、林业执法等森林资源管护工
作，悉心呵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昌
江迷人的自然风光成为旅游市场的

“新宠”。

注意啦！石王线翻修

去七叉赏花
请走临时便道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部
门获悉，昌江县道石王线（石碌镇
至王下乡）工业大道至华盛水泥厂
路段由于已达设计使用年限，路面
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从1月
28日起全封闭改造施工。施工预
计将持续至7月28日，施工期间禁
止车辆通行。

据了解，石王线是通往昌江七
叉镇、霸王岭和王下乡的唯一道
路，往年木棉花盛开期间，有大量
游客途经该路前往赏花。为方便
游客近期前往七叉镇、霸王岭一
带赏花，昌江相关部门已从县道
705 线和工业大道交叉路口处建
成一条便道通往七叉镇、霸王
岭，前往七叉镇、霸王岭一带赏
花的游客可按现场提示经便道前
往赏花地点。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春节黄金周刚
过，昌江黎族自治县多个乡镇的木棉
花开得正艳，吸引不少省内外游客前
来踏青赏花。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旅
游部门了解到，2月15日（本周五），昌
江将正式启动“春赏”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届时将举办7大文娱活动，进一步
提升昌江全域全季旅游的知名度。

据了解，今年昌江虽未在春节黄
金周期间举办木棉旅游活动，但去年
开启的“冬登春赏”旅游季热度仍在。
这次在“冬登”系列体育活动结束后举
办“春赏”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将为游

客春季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此次“春赏”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将以“木棉花开”为主题，借助民族音
乐汇、房车露营、快闪互动、美食集
市、美丽乡村生活节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展现昌江的旅游资源，进一步提
升昌江旅游的美誉度。

目前，昌江已形成棋子湾景区、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海尾国家湿地
公园、昌化江畔木棉红观景点等多个
主题旅游片区。该县正围绕发展全
域全季旅游，着力打造“春赏木棉红、
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
岭”的四季旅游品牌。

木棉花正红 踏青正当时

昌江将举办“春赏”系列活动

节后上班第一天，昌江种下240棵木棉苗

为全域全季旅游添绿增彩

昌江司法局获
全省法治宣传第一名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在近日召开的海南全省
司法行政工作暨政府法制工作会议上，昌江黎族
自治县司法局获得“2018年全省法治宣传工作第
一名”的荣誉。

据了解，去年，昌江司法局通过深入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为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营造了
良好的法治环境。在重点推动领导干部和国家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同时，昌江在
全县范围内举办宪法知识竞赛活动和宪法宣誓
活动，并在启动乡镇巡回宪法宣讲活动、组织全
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旁听庭审，让法治观念深
入人心。

2018 年全年，昌江共有 63 名法治副校长
到校上课、举办法治宣传活动 252 场、发放法
治宣传资料4万余册。成功举办的“黎乡少年
说宪法”活动吸引县内外 100 多个家庭参与，
活动视频在网上的点击量超过 25 万次，3 场

“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演出
受到师生欢迎。

为做好法治宣传工作，昌江除了在交通要道
和人口密集地段设立宪法宣传长廊、宪法知识讲
解展板外，还利用大型LED屏24小时不间断滚
动播放法治宣传公益广告，并每季度定期为全县
91个村（居）更新维护法治宣传栏，通过制作微
电影、MV等方式，推陈出新，不断强化法治宣传
效果。

此外，昌江还专门聘请了20名专业律师担任
91个村（居）的法律顾问，瞄准薄弱环节，为村
（居）提供法律服务，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

82岁河北老人石碌街头晕倒，
多位好心人提供帮助

爱心接力“候鸟”心暖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杨耀科

拌好馅料、擀好面皮、下锅生煎……2月12
日中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一个小区里，来
自河北邯郸的“候鸟老人”武修宸，正等着老伴为
他烹饪家乡美食。

春节后，昌江天气转暖，对于82岁的武修
宸来说，这个春节假期过得心更暖。“要不是
有一群好心人帮忙，这年哪能过得这么舒
心！”武修宸口里的好心人，是来自海南银行
昌江支行的几名员工，以及一位没有留下姓
名的好心姑娘。

1月23日上午，武修宸和老伴从派出所办完
暂住证出来，想起前几日海南银行昌江支行在石
碌各大居民区宣传“迎新春、送春联”活动，便决定
去海南银行昌江支行营业网点看看。“走到离银行
网点没多远，突然感觉头晕目眩，倒在了地上。”武
修宸回忆说。

意料之外，没等老伴李秀清呼救，一位路过
的姑娘就蹲了下来，急切地问起武修宸的情
况。“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苏醒了，那姑娘询问
情况后，主动搀着我往银行网点里走，想必老伴
也是慌了神，竟然在这时候跟丢了。”武修宸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进了银行网点，保安和工作人
员二话不说先扶他坐下，然后递过来一杯热水
让他喝下。

扶老人坐下的，是海南银行昌江支行大堂经
理曹贤鹏。安抚了武修宸，听闻其老伴李秀清不
见了，曹贤鹏又开始帮忙寻人，没一会儿就把惊
慌失措的李秀清老人找到了。“我们是服务行
业，老人需要帮助，肯定要出手相助。”曹贤鹏笑
着说，这两位老人是过来求一副春联的，也算是
半个客户。

海南银行昌江支行行长张昌平听说了武修宸
的情况后，干脆让曹贤鹏好人做到底，护送两位老
人回家，并送上一副喜庆的春联。

“在老家时，邻里之间很熟，遇到事大伙一
起帮忙解决，如今在昌江，我也有了在家乡的
感觉。”武修宸感慨地说，事后自己和老伴还专
门去找这几位好心人表达感谢之意，唯独那位
好心的姑娘不知道人在哪里。为此，过完春节
假期，武修宸专门手写一封感谢信送到当地宣
传部门，希望通过相关渠道向那位姑娘说一声

“谢谢”。
而那副“吉祥门第吉祥地，如意春风如意家”

的春联，被武修宸贴在了小区单元门口，他想和邻
居一起分享这份特别的祝福。“下个月，退休的女
儿也要过来，家人团聚，我们也算在昌江安下家来
了。”武修宸说，这次经历，让他对未来在昌江的生
活有了更多的期许。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

昌江今年将打造矿山公园、壮大海洋经济，投入2000万元设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高质量建设山海黎乡

2月11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恰逢当地春耕时节，刚插下秧苗不久的梯田边上木棉花开得红艳，
红绿相宜，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黄福 摄梯田木棉红

■ 围绕建设“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发展壮大全域旅游产业，加快打造四大“国字号”公园
■ 围绕建设“海南新能源创新产业基地”目标，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
■ 围绕建设“海南热带高效农业产业基地”目标，全力推动农业转型提升
■ 围绕建设“特色文化产业聚集基地”目标，引领传统文化振兴，实施传统文化振兴计划
■ 围绕建设“现代海洋渔业综合基地”目标，壮大海洋经济，升级四大渔港，发展深海养殖、远洋捕捞产业

■ 营造优质便利的营商环境
■ 打造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
■ 建设文明宜居的城乡环境
■ 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 聚焦重点、精准施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 对接需求、回应关切，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 补齐短板，织密城乡社会保障网

昌江2019年
重点工作

兴产业

优环境 惠民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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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昌江黎族自
治县的木棉花如火绽放，而山海黎乡
的各项建设工作也在火热推进中。新
的一年，昌江定下了新的发展目标。

在兴产业方面，昌江将在激发活
力、量质共进上下功夫，围绕十二大产
业构筑产业高地，打造高质量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

在优环境方面，昌江将在筑牢
优势的同时，提升城市品位，实现生
态环境、营商环境、城乡环境、社会
环境的同步优化。

在惠民生方面，昌江提出最大限
度满足需求、健全保障，围绕创建全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的目标，
办好民生实事。

兴产业，铆劲使力

去年，昌江提出“五地两县”的发
展战略，在旅游、农业、文化和海洋渔
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在此
基础上，今年昌江进一步细化了发展
任务，尤其是在发展循环经济及海洋
渔业方面有了更为清晰的目标。

今年，昌江着手高标准规划建设

昌化江入海口片区、矿山公园、铁城风
情小镇等景区，同时推动宝瑞森林公
园、核电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黎乡花
海”花卉公园等景区全面升级，建设一
批具有昌江特点的旅游目的地。

此外，沿昌化江旅游公路也将在
今年动工建设，加之旅游龙头企业的
引进、民宿产业的发展，今年昌江旅游
市场将迸发出新活力。

发展壮大海洋经济，也是昌江今
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省两会期
间，昌江提交了《关于支持海尾一级
渔港升级改造并列入中心渔港规划
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加快推进昌化
一级渔港建设的建议》。改造升级四
大渔港，扶持改造新造大中型深海捕
捞渔船，加快发展深海养殖、远洋捕
捞及储运等海洋服务业，是今年昌江
加快建设现代海洋渔业综合基地的
关键性工作。

今年，昌江将实施传统文化振兴
计划，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
护力度，全面盘活黎族文化、考古文
化、雨林文化、湿地文化、海洋文化、木
棉文化、玉石文化、峻灵王文化等资
源。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培养“非遗”传
承人，加快开发推广昌江玉、黎锦黎陶
等文创产品。

优环境，竭尽全力

今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要聚焦落实。
在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看来，今年也
是昌江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年，因此
优“环境”亦十分关键。

去年以来，昌江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今年，
昌江将继续实施好优化营商环境的

“金17条”等政策，同时进一步推进
“放管服”改革，并在循环经济工业园
区探索推进“极简审批”改革，以实现
项目投资审批管理服务的“一网通办”
和“最多跑一次”。

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昌江今
年将投入 2000 万元设立民营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培育扶持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并开通涉企司法服务“绿
色通道”，着力让昌江成为投资兴业
的沃土。

吸引企业前来投资，也要吸引人
才落户，还要吸引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文明宜居的城
乡环境都十分重要。通过落实“水十
条”“气十条”“土十条”，建立健全河
（湖）长制、湾长制工作机制，昌江正举

全县之力推进“双创双修”工作，进一
步提升全县森林覆盖率。

今年初，昌江成功打掉了以黄鸿
发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重大成果。下一步，昌江
将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全力打击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群众最深恶痛绝的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菜霸”“砂霸”“运霸”及

“黑村官”“黑乡霸”等势力，构筑起“打
防管控”一体化长效机制，建设安全宜
居的“山海黎乡大花园”。

惠民生，倾心尽力

今年，同样是脱贫攻坚决战年，
昌江尚有 1704 名贫困人口需要脱
贫“摘帽”，扶贫工作不能松劲。昌
江将瞄准增收这个重点，在完善产
业扶贫模式、加快发展旅游扶贫产
业的基础上，实施“自强行动计划”，
加快建设扶贫基地、扶贫车间，不断
增加就业扶贫岗位。今年春节假期
开张的叉河镇排岸村木棉花民宿，
就是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群众脱
贫增收的典型。

促就业，不仅惠及贫困户。接下

来，昌江将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创业、
探索打造创业孵化基地、大力开展

“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等公共就
业服务活动，确保今年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4%以内。此外，今年，昌江
还将启动建设国际医疗康养产业园
及其他社会办医项目，培养中医药人
才、传承黎族医学，进一步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

曾经，昌江的教育水平落后，教育
资源不均衡的情况较为突出。目前，
昌江正在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用
心办好木棉学校等重点学校，并启动
学校布局调整工作，采取撤销、合并、
划转等形式，整合一批“弱、小、散”学
校，全方位提高昌江教育质量。

此外，昌江还将全力织密织牢城
乡社会保障网，通过实行“双特救助”
政策、启动“健康关爱行动”等方式，
帮助大病患者解决实际困难。通过
推行“公建民营”改革，昌江将把全县
的敬老院整合打造成为综合型智慧
养老机构，让更多的孤寡老人过上幸
福的晚年生活。

勾勒发展新蓝图，昌江正在向
着打造“山海黎乡大花园”的方向
努力冲刺。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昌江8乡镇年味浓
本报石碌2月12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2月7日（正月初三），昌江黎族自治县
七叉镇在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篮球友谊
赛，住在镇墟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观赛，现场喝彩
声不时响起。

“举办篮球赛，村民参与积极性高，丰富了文
明实践活动的内涵。”七叉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今年春节假期期间，昌江8个乡镇同
时开展了篮球友谊赛、拔河比赛、象棋比赛、游
园会、文艺晚会等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体活动，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丰富了当
地群众的文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