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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强身、文化铸魂，打造海南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

万宁：开放促业兴民富城市美

今年春节，万宁石梅湾
格外热闹。除了世界各地
的游客来这里度假，湾区还
有许多特色鲜明的文化活
动，有韵律十足的“吟诵与
诗词创作”分享会，有古色
古香的“从红楼梦中·汝窑
说起”分享会以及万宁本地
的根雕艺术作品展，俨然是
一场小型文化博览会。

这样热闹的景象，与
2018年12月在万宁举行的
首届华旦论坛息息相关。
这次论坛，万宁提出要把石
梅湾打造成“九里文化海
湾”，挖掘文化资源的潜力，
让湾区进一步发展。论坛
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
研究中心（万宁）研究基地、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
（万宁）创作推广基地、国际
艺术家联盟中国总部、中华
辞赋（万宁）创作基地等4
大基地在石梅湾同步成立，
以论坛为平台，合力推动万
宁走文化产业的新路子。

近年来，万宁外引高
端文体赛事，如国际冲浪
赛、国际大帆船赛等国际赛
事，内承优秀传统文化，如
中华龙舟赛等，大力实施
“产业强身、文化铸魂”工
程，不断探索新的文化合作
模式，形成辐射万宁周边的
文化产业圈，打造海南东部
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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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行走在万宁的乡村，槟榔树是最常
见的树种之一。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槟榔树。别
看我这片坡地不到一亩，去年下半年我就
赚了两万多元呢！”56岁的万宁市万城镇
保定村村民王北海笑着说，“这两年槟榔
价格好，很多人都靠种槟榔赚了钱。”

55岁的山根镇多扶村村民蔡先达
就是“种槟榔赚了钱”的人。2017年，
他租了300亩地种植槟榔，当年除去成
本净挣近200万元。

到2018年底，万宁市槟榔种植总
收入已经达到21.68亿元，约有5万户
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槟榔种植人
均收入约7227元，人均纯收入达4281
元，还为当地提供近万个工作岗位。

“2018年槟榔对农民增收的贡献
率达29%，小槟榔做成了大产业，解决
了大民生。”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说，万
宁槟榔种植面积和加工量分别占全省

的1/3和2/3，产业在全省的主导地位
进一步巩固。

万宁槟榔产业的发展，是万宁市坚
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一个缩影。

2014年，万宁获批建设首批国家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探索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机制与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
制。数年苦攻下来，万宁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成绩斐然，森林覆盖率达到
68%，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1%，全年城
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以上，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在全省一流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力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万宁打出生态
旅游牌，让生态文化深入城市肌理，其中
兴隆热带花园、兴隆热带植物园等一批生
态型景点成为游客想去、爱去的景点。

万宁市还不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仅在2018年便通过梳理684项“不
见面审批”事项，实现83%的政务服务
事项全程网上办理，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经济活力进一步凸显。当年，万宁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93亿元，同比
增长26.3%，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在海南建设自区、自贸港的大背景下，
万宁市已提出17项具体措施，从离岛免
税、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会展经济等方面参
与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张美文表示，万宁市将坚持把改革
开放作为推动万宁发展的不竭动力，高
举改革大旗，冲破思想束缚，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实
施一批群众最期盼、发展最急需的重大
改革举措，发展好以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新型工业、旅游服务业、海洋经济产
业为重点的“四轮驱动”产业，推动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万宁业兴民富。

（本报万城3月27日电）

“脚踏海浪，手中弄潮，冲浪运动真有
趣。”今年2月初，来自北京的游客徐洋再次
来到万宁日月湾学习冲浪，成功掌握冲浪
技巧后，她立马向自己的闺蜜展示起来。

近年来，万宁坚持引进大型国际品
牌赛事，通过品牌赛事展示万宁形象，
推动万宁扩大开放，促进对外交流。已
经连续举办了9届的万宁国际冲浪赛
便是其中之一。

“万宁冲浪运动的市场正逐步被激
活，前景可期。”万宁盘古掌冲浪俱乐部
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俱乐
部成立以后，至今接待游客已超过10
万人次，其中发展会员超过5000人，

“这离不开政府对冲浪运动持续多年的
引介和对冲浪产业的培育。”

不止于冲浪，万宁还依托书法、槟

榔、龙舟等文化资源，积极引进国际自
行车环岛大赛、中华龙舟大赛、国际大
帆船赛等，打造出了一座充满活力的文
化体育之城。

万宁市长周高明介绍，万宁地处海
口和三亚的中间地带，辐射南北，交通
便利，近年来不仅游客增多，而且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

在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中，万宁
市成功引进泰国正大集团、中国大唐集
团等2家世界500强企业，活动中的6
个签约项目全部注册落地，协议投资总
额达到101亿元。

万宁市还坚持以文化提升城市魅
力和实力，通过挖掘、利用万宁的地域
特色和文化底蕴，培育“网红”品牌。
2018年，石梅湾九里书屋获“中国最美

新华书店”称号。今年春节黄金周，九
里书屋在短短5天时间内，接待了超过
7500名游客，书屋总体销售收入达到8
万元，其中图书销售收入达到2万元。

去年12月召开的首届华旦论坛上，
万宁市提出将石梅湾打造成“九里文化
海湾”，举办特色文化活动，沉淀书香文
化，打造“公益+文化”的城市明信片，并
以华旦论坛为平台，在石梅湾构建一个
旨在推动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促进世
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文化交流高端平台。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助力营造社
会治理新格局。万宁市通过高位推动，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感动
万宁人物评选、万安讲堂、道德讲堂等
品牌活动为抓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城市肌理。

文化繁荣凸显城市魅力AA
走进万宁市溪边村，青砖砌墙的溪

边书屋，朴素淡雅，长长的书架上书籍
种类繁多。村里几间仿古瓦房改造的

“孝道人家”“读书人家”“时尚人家”，分
别展示着村中常见的农耕生产用具，讲
述着村中文氏子孙读书成材的故事。

“书屋24小时开放，离村子只有
100多米，谁都可以进来。”万宁市万城
镇溪边村村民、14岁的文颖洁说。

目前，万宁市已实现行政村书屋全
覆盖，书屋内会定期组织种类众多的文
化活动。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
和宝贵财富，也是旅游资源的灵魂和魅
力所在。”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

志斌说，万宁一直致力于挖掘优秀文
化，将文化与体育赛事、旅游相结合，发
展文化特色产业。

槟榔既是万宁重要的经济产业，也
是民俗文化的体现。从前，万宁的青年
男女从谈恋爱，到订婚、纳聘、结婚，都以
槟榔为媒。男女双方说亲要送槟榔，女
方吃了男方送的槟榔就是答应做男方的
媳妇。去年8月，万宁市组织了首届槟榔
七夕文化节，将文化活动与相亲平台结
合起来，打造出一个特色文化品牌。

万宁文化资源底蕴深厚，有生态文
化、咖啡文化、侨乡文化、长寿文化、冲
浪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槟榔文
化、书法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文化的

繁荣让这座千年古邑魅力四射。
“看，这边的海滩真美！”“这边的民

宿也很有特色。”“这里的花我都叫不出
名字，真漂亮。”“一步一景，步步入画，
真不愧是最美旅游公路。”在万宁市境
内的滨海旅游公路，时常能听到停车观
景的游客发出类似感叹。这条滨海旅
游公路被誉为“会讲故事的旅游公路”，
先后串联了十多个美丽海湾，沿途有大
海、沙滩、山岭、内海、河流、渔村、田园、
椰林等多种风光。

杨志斌说，万宁将继续大力促进文
化繁荣，通过各类文化活动与品牌活动，
让文化魅力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多
彩多情，开放万宁”的形象深入人心。

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竞争力BB

扩大开放促进城市业兴民富CC

印尼归侨郑文泰：

希望更多人投身
环境保护
■ 本报记者 袁宇

夏日时节，骄阳似火，但在万
宁兴隆热带花园内，林莽苍绿，顿
时清凉了燥热的心情。

万宁兴隆热带花园位于海南
省东南部万宁市兴隆温泉度假区
境内。它的创建者郑文泰，是一名
印尼归侨。日前，郑文泰获评

“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我曾经去过很多地方，看过

很多绿色，也有很多绿在消失。我
必须做些什么，去保护这片热土上
的自然原生态，为子孙后代留下些
有意义的事物。”郑文泰说。

1964年，19岁的郑文泰在华
侨大学热带植物专业学习，那年他
到兴隆来看中国的热带植物，并从
此与兴隆结缘。

后来，为了留下海南这片热土
上的绿，经商有成的郑文泰拿出上
亿身家，近27年如一日，将上万亩
荒地野坡改造成了鸟栖虫鸣的绿
色乐园。

兴隆热带花园自 1992 年建
园，一直尽最大努力保持这里最原
始最自然的生态环境。20多年过
去，兴隆热带花园内有4000多个
植物品种，数百万株植株，其中珍
稀濒危植物就有65种。

“虽然有了一些成绩，但路还很
长。”郑文泰说，海南当前正在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海南
新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万宁也正
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不断加强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
差。”郑文泰说，当前海南全省上下
都认识到生态环境就是海南的最
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并划出了各项
生态红线，“而且党和国家历来关
注侨界成长，我投身建设兴隆热带
花园，既是为子孙后代，也是为了
回馈国家，感恩党和政府。”

为了这份责任，郑文泰不敢停
歇。从垦荒种地到尝试恢复雨林，
他和诸多专家顾问、工作人员一
起，辛苦耕耘，不断努力。他说，保
护生态需要永不停止的接力赛，而
他正与时间赛跑，用余生为这片热
带雨林增添更多绿意。

（本报万城3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