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

国民生产总值约

2019年

增长约10.87%左右

1528.63亿元

比值为25.9∶21.2∶55.9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4.2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我省民族地区经济总体平稳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第一产业349.62亿元

第二产业324.19亿元

第三产业854.83亿元

生态环境保持一流

海水质量继续保持优良状态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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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脱贫奔小康步伐
——2019年海南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万山之间，一条条新建的
道路连接大山内外，一排排富
有黎族苗族特色的新房，安住
着万千群众；一所所现代化的
校园，书声琅琅，孩童穿梭，相
映成趣；一座座设施齐备的崭
新医院，为广大民族地区群众
解除病痛……今天，这一幅幅
美丽的画卷，记录的是海南各
族群众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
荣发展的轨迹。

海南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
份，少数民族人口167.52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18.1%。2019
年，海南省民族地区抢抓历史
性机遇、应对历史性挑战，将脱
贫攻坚作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
重，千方百计推动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加快脱贫奔小康步
伐，打了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
翻身仗。一年来，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呈现走势向好、结构趋
优、效益提升、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态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多规合一”要求，我省按照
“全省一盘棋”理念进行统筹规划，民族
地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得到显
著提高。

交通方面，中线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白沙快速出口路、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
高速公路、儋州至白沙高速公路动工开

建，丰字型高速公路列入国家公路网规
划，继续建设环岛旅游公路和农村公路
六大工程，民族地区出行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

通信方面，着力开展省政府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大力开展民族地
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村光纤宽带
网络覆盖率整体达到99%，4G信号行政

村覆盖率达100%，固定宽带网络接入速
率跃升全国中上水平，圆满达成“全光网
省”目标。

电力方面，民族地区电力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推进，海南昌江核电项目一期
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海南核电2号机组
具备商业运行条件，核电小堆等新能源
项目前期工作取得新进展。海南琼中抽

水蓄能电站投入运营。
水利方面，2017-2019年，我省共安

排“少数民族市县中央和省级水利发展
资金”18.3亿元，支持少数民族市县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红岭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红岭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加快推进，解
决下游5个市县137.2万亩农田高效节
水灌溉建设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

2019年，海南民族地区严格执行现
行扶贫标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把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核心的各项政
策措施精准落实到户到人。

在住房安全保障方面，进一步规范
危房改造对象认定程序，完善危房改造
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危房改造台账，狠抓
工程进度、质量管理等工作，确保改造后
的房屋满足质量安全要求并达到“五个
直观”的入住要求。在产业扶贫方面，充
分发挥海南热带农业资源、乡村旅游资

源优势，立足热带作物、冬季瓜菜等传统
优势产业，因村因户因人施策，促进贫困
群众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增收。

在就业扶贫方面，相继出台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就业扶贫工作九条特
殊措施等就业扶贫政策，激励贫困劳动
力就业创业，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吸纳贫
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在生态扶贫方面，将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支持贫困
地区，实行生态协管员和生态护林员制

度，共选聘贫困家庭劳动力为专职护林
员或护林协管员，每岗每年补助1万元。

在生态移民易地搬迁方面，完成
了五指山市南圣镇新春村生态移民易
地搬迁任务。

在金融扶贫方面，出台《关于进一
步做好金融系统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的通
知》等一系列政策，助推金融扶贫政策
更加便民、更加惠民。

在综合保障性扶贫方面，将符合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低保（特困）范
围，予以兜底保障；将低保（特困）家庭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
结算服务，最大限度减少贫困患者的垫
资压力和报销跑腿。

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建立从学前
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特惠性资助体系，
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活动，对贫困家
庭学生进行全覆盖家访。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民族团结事业枝繁叶茂

2019年7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海南省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深
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的实施
方案》，明确了创建工作的主体、方向和
根本途径，是我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行动指南。
在去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等12个单位
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孙岳等14名个人被评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安排经

费用于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6个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点开展创建
工作。

全省民族工作部门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着力解决影响
民族团结的突出问题，建立民族团结进

步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了民族团结
进步的良好氛围，“两个共同”“三个离不
开”“五个认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少
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
保障，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群众
基础不断得到夯实。

特色村寨建设开花结果

2019年，各市县整合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投入4836万元，新建17个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最大程度保留少数民族村庄
特色，将特色村寨作为我省黎族、苗族文
化展示地，保护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海南
百镇千村建设，我省第一批25个省级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顺利出炉。推荐15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2个特色小镇村

寨参加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
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小镇命名评选，
万宁市南桥镇桥南外村、东方市大田镇
马龙村、澄迈县仁兴镇新兴苗村、白沙黎
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老村、昌江黎族自
治县叉河镇排岸村、乐东黎族自治县万
冲镇抱班村、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
村、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常皮村、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光一二村等9个

特色村寨入围“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目录公示，推动了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科学发展。

我省还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吃住
行游购娱一体化产业链，乡村旅游、健
康旅游、森林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加快
发展。加大旅游景区建设步伐，民族
地区共有22家高质量、高标准的景区，
全省6家 5A级景区全部在民族地区。

涵盖三亚、陵水、保亭、乐东四个民族
市县在内的“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建设
加快发展，中部琼中和西部昌江两个
自治县旅游知名度不断提升。结合民
族地区农村资源优势和风土人情，打
造琼中什寒村、三亚中廖村等100多家
富有个性和文化内涵的乡村旅游点，
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民族风情旅游
产业。

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2019年，我省成功举办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活动
以“爱与感恩”为主题，创新办节模式，
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
方式，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办节，突出了
民族元素和地方特色，融入了国际元素
和时尚潮流，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五指山
市主会场以及12个市县、中央民族大学
分会场共举办活动120多项，参与和关
注的人数200多万人次，获得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2019年9月8日至16日，我省派出

代表团前往河南省郑州市参加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省
164名运动员参加了珍珠球、板鞋竞速、
高脚竞速、押加、射弩、蹴球、陀螺、龙舟、
独竹漂、民族健身操等10个竞赛项目和
2个表演项目共55个小项的比赛。经过
激烈角逐，共获得1个一等奖、10个二等
奖、21个三等奖，以及体育道德风尚奖，
总体成绩与上届相比有较大提升。

我省开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抢
救保护项目，启动龙被复制工程。开展
海南苗族服饰文化、黎族骨簪技艺等课

题研究工作，多次赴民族地区调研，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艺展销中心、黎锦传承技艺作坊、黎族文
化传承基地、民族工艺品研发等一系列
项目，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生产奠定
良好基础。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培
训工作，在昌江等市县开展黎锦、黎陶、
黎族乐器、藤编、竹编、苗绣等培训项目
20期，培训少数民族群众3780人，大力
培养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完成
《海南苗族文化大观》编撰工作，并交付
出版。完成《黎族通史》的撰稿工作。

教育方面，2014-2018年，统筹资金
约60亿元用于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
所有市县均通过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
2019年继续安排资金9.52亿元，用于支
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针对海南农村人均收入偏低但物价高的
特点，2016年开始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特惠性资助政策，小学每生2400
元/年、初中2900元/年，实现义务教育

“衣食住行学”政府兜底资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3
月 25日-28日在昌江、五指山举行
的2020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节庆主会场活动取消。为让黎
族、苗族同胞感受节日氛围，我省积
极探索“互联网+三月三”新模式，以
视频直播、线上小游戏等多种形式庆
祝“三月三”节日的到来。

据悉，为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
族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省民宗委与海南日报合作，推出了

“浓情三月三”线上互动活动，于3月
24日起陆续推出海南“非遗”技艺在
线互动直播、黎族苗族特色服饰抖音
秀、海南原生态美食抖音秀、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竞技H5小游戏等内容，
借助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展示海
南民族民俗文化魅力，同时让网友参
与其中，增强互动感、体验感。

3月24日，海南“非遗”技艺在线
互动直播在保亭槟榔谷景区举行，来
自五指山、保亭等市县的多名“非遗”
技艺传承人，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向
全国网友展示了黎族织锦、苗族刺绣、
黎族竹木器乐、钻木取火等颇具特色
的海南“非遗”技艺，让不少网友大开
眼界。

25日，黎族苗族特色服饰抖音秀
活动在海口骑楼老街开始，通过模特
走秀的形式展示了哈、杞、润、赛、美孚
等黎族五大方言支系传统服饰，苗族
传统服饰以及现代时尚版黎族、苗族
特色服饰。展示内容将通过海南日报
抖音号对外发布，让广大网友一睹黎
族苗族特色服饰的风采。

“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竞技H5小游戏、民族团结进
步知识问答小游戏、‘黎风苗韵’H5、
海南原生态美食抖音秀等线上活
动。”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互联网+三月三”模式，让黎族苗族
同胞不用聚集也能感受浓浓的节日
氛围。

除政府部门主导的线上活动之
外，我省各界人士还通过多种多样的
形式庆祝“三月三”的到来。老干部
王学萍通过海南日报向全省黎族苗
族同胞致以节日祝福：“父老乡亲，兄
弟姐妹，节日快乐，万事如意！”此外，
白沙、琼中、东方等多地群众也将自
发组织竹竿舞、长桌宴、歌舞节目等
小规模庆祝活动。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黄冬青）

我省以各种形式庆祝“三月三”

线上线下相结合
不用欢聚也情浓

往
年
﹃
三
月
三
﹄
，在
五
指
山
市
水
满
乡
黎
峒
文
化
园
内
举
行
的
袍
隆
扣
祭
祀
大
典
盛
况
。

武
昊

摄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白沙黎族
自治县七坊镇高石老村，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黎族村落变为乡村旅游点。

袁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