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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建档立卡人口 10540 户

43035人，已全部脱贫，其中2019年

脱贫1286户3436人，超额完成年初

省下达3420人的脱贫任务，40个建

档贫困村均已脱贫出列，全县贫困发生

率降至0%。

2019年，陵水就业扶贫培训贫

困劳动力4413人，覆盖了全县11个
乡镇56个村委会。

举办就业脱贫招聘活动16场，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的贫困劳动力 296
人。

3月2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家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配套服务区
项目现场，一派紧张有序施工的场景：
工人正在清理最后的土方，边坡支护工
程正在紧张进行……

陵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
洋）配套服务区项目于2019年11月18
日正式开工建设。在陵水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多方合力攻坚克难，基地建设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南繁
基地配套设施，改善育种专家科研、办
公、生活条件，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促进
南繁事业全面发展，增加当地就业和地
方经济收入。

这也是陵水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2019年，陵水全县冬种瓜菜总

产量达到31万吨，以圣女果、芒果为主
导产业的陵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通
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认定；新增“陵水
礼亭椰子”等20个农产品注册商标，

“陵水圣女果”“陵水荔枝”获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功举办
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元宵喜乐会、国际
青年狂欢节等文旅活动。富力海洋欢
乐世界麦迪卡斯水乐园项目开业运营，
红角岭、大里等乡村旅游点升级改造，
成为陵水旅游观光新名片；2019年旅
游总收入39.5亿元，增长超过10%。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效
显现。全省首个基于“5G+海洋牧场”
的示范项目——网箱生物环境在线监
测系统在陵水深海养殖场试运行，智能

化深水网箱养殖进入实施阶段。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配套服务
区项目动工建设。科学布局热带海洋
水产鱼苗产业发展和繁育基地，鼓励发
展深海网箱养殖，全年繁育各类鱼苗超
过16亿尾，成品鱼产量超过1.4万吨。

总的来看，陵水产业经济发展不断
向好。2019年，陵水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全县生产总值比重为50.8%，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30.5：18.7：50.8，经济结构
更加合理。11家互联网企业进入省互
联网平台数据库，入库企业总数达到58
家，营业收入达到10.8亿元，同比增长
35.4%。

产业发展不断向好离不开发展环
境的优化，2019年，陵水全面落实了减
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担5.4亿

元；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
23个单位418项审批服务事项集中由
综合窗口统一受理、统一出件；在全省
率先全面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将省政府批复的322项行政许可事项
全部划转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集中审
批，便利化营商环境正在加速形成。

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陵水将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对四个省级
产业园区的配套设施要加快建设，实现
土地、资本、劳动力、知识等要素向园区
自由流动，让“土地等项目”，不能让“项
目等土地”，努力构建好集聚要素的“蓄
水池”。围绕教育、医疗、海洋、热带农
业、康养产业精准招商，主动联系企业，
倾听诉求，积极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策划/易建阳 撰文/君琼）

40个建档贫困村脱贫出列，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

陵水：抢抓机遇谱新曲 美丽黎乡展新颜

近年来，陵水黎
族自治县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认真落
实省第七次党代会和
省委七届历次全会部
署，对标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三区一
中心”战略定位，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出“稳、进、好、
优”的态势。

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陵水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打好疫情阻击战的同
时，有力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努力实现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两不
误”。陵水努力转
“危”为“机”，引导旅
游企业修炼“内功”，
帮助农户、企业对接
省外瓜果菜大型销售
平台，创新“直播”带
货电商销售渠道，产
业发展呈现新方向。

陵水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表示，今年陵
水将全力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着力激发
新活力、释放新动力、
挖掘新潜力。继续实
施为民办10件实事，
推动社会民生全面发
展。保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
定，确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

“陵水英州惠农扶贫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是英州镇多个村庄以扶贫资金合
资组建的，每年可以带动1000多人次
就近就业，其中脱贫户参与务工200多
人次。”3月26日，陵水英州惠农扶贫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永浩介绍。
而在该公司的芒果种植基地里，数十位
村民正忙着采摘芒果，不远处客商将收
购点设到了果园边。

这是陵水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动
贫困户就业增收一个例子，2019年以
来，陵水英州美月小西瓜、本号军普火
龙果、光坡澳洲小龙虾等扶贫产业集约

化、规范化、组织化经营，取得了良好成
效，为该县稳定脱贫打下了更加坚实的
基础。

2019 年，陵水全县脱贫 1286 户
3436人，超额完成年初省下达3420人
的脱贫任务，40个建档贫困村均已脱贫
出列，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降为零，农
村居民住房、医疗、教育、饮水安全等得
到有效保障。

消费扶贫方面，陵水借助“年货节”
“三月三”“消费扶贫节”等大型活动及
58场消费扶贫集市活动，实现销售额
372万元；截至当年10月底，线上线下

扶贫产品销售金额共计2727万元，其
中通过海南爱心扶贫网线上销售金额
为568万元，全省排名第二。

农村环境整治也取得关键性成
效。2019年陵水完成了50个行政村
136个自然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
43%。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成
农村改厕6390户。光坡镇米埇村荣获
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新村
镇、群英乡荣获海南省卫生镇荣誉称
号，全县17个村荣获全省卫生村称号。

农村基础设施取得长足性进步。

2019年陵水改造农村道路285公里，改
造危桥34座，农村公路全面改善，全县
建制村通客车率达100%。全县所有自
然村实现光纤网络全覆盖，在全省率先
做到自然村光网村村通。

陵水县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陵
水将深入摸排疫情对贫困户造成的影
响，通过引导就业、组织恢复种养生产、
代销农产品等方式，稳定其收入来源；
谋划扶贫项目落地，因地制宜打造“一
村一品”扶贫产业发展格局，并加大产
业扶贫投资量和财政支出比例，确保产
业项目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12月3日，民族旅游工艺
品生产设备操作与销售培训开班仪式
在陵水本号镇格择村举行，从厦门过来
的技术人员对该村学员进行现场指导
培训，从制香生产设备操作方面进行了
现场演示和讲解。

“这一次培训有利于挖掘和开发陵
水县民族旅游传统工艺，丰富旅游市场
商品，为助力脱贫攻坚打下良好的基
础。”陵水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民族事
务局局长卓明新介绍，在格择村进行民
族旅游工艺品的生产研发，是“旅游+民

族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有利于在产
业发展的基础上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目
前已经进行了试产。

2019年12月，第三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其中海南有9个村寨在列，
陵水就有坡村、常皮村两个村庄上榜。文
罗镇坡村是陵水著名的革命老区，2016
年底，坡村以红色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全
县第二个全域旅游乡村示范点，如今坡村
水泥道路四通八达，村中树影婆娑，一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坡村还发展了民宿、水
吧等休闲项目，不断完善旅游服务内容。

隆广镇常皮村是扶贫整村搬迁村，
家家户户都住上崭新敞亮的洋楼，屋前
屋后花草环绕。2016年，该村开始启
动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投产后年总收
益约 20.2 万元，平均每户每年收益
3300元。下一步，常皮村将继续发展
大棚农业、光伏产业，并积极输出劳动
力，建设环境友好型新农村。

2019年，陵水文化体育事业取得
新进展，成功举办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
日“三月三”主会场活动。持续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送文化下乡84场，送公益

电影下乡2084场。做好革命史料收集
和文物发掘保护工作，桥山遗址纳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村镇疍家渔村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存历史文
物、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卓明新表示，今年陵水将继续挖掘
传承民族文化，发动黎族苗族群众编黎
锦，绣苗绣，推动集约生产和分散生产
的生产模式，鼓励黎锦编织创新，继续
加强开展黎族八音培训，民歌培训，推
进民族旅游工艺品的生产和推进各景
区的销售，丰富全县旅游产品。

2019年 11月 20日至21日，国家
民委在陵水召开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
展经验交流会。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陵水
县机关幼儿园、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陵水黎安实验小学、陵水特殊教育学
校、本号初级中学、本号民侨小学、陵水
县城乡规划展览馆等地。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经验交流
会选择在陵水召开，也是对陵水作为民
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肯定和鼓励。”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认为。

2019年，陵水学前教育增加2453

个普惠性学位，进一步解决入园贵、入
园难问题。启动中小学生游泳普及教
育，建设12个游泳池覆盖所有乡镇。
全县5所中小学校通过省级规范化学
校评估，民大附中陵水分校荣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称号。

民大附中陵水分校把加强民族团
结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办系列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少数
民族的生产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风
情，突出展现了各民族学生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新局面。该校
2019届高三毕业生309人，高考800分

以上有2人，700分以上共计45人。
同时，2019年陵水中考综合成绩

排位首次跻身全省第9；高考700分以
上及被双一流大学录取人数均创历史
新高。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与英国考文垂大学、诺丁
汉特伦特大学签约落户海南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陵水教育开创了
新局面。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11个重点园区之
一，是教育部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
新岛的先导项目。《海南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于
2019年7月印发，项目选址陵水黎安镇
大墩片区，目前，试验区前期各项工作
正在加紧推进当中。

医疗卫生方面，去年以来，陵水有
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县妇幼保健
院被国家卫健委评为全省唯一一家妇
幼保健机构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单位。
有效防范登革热疫情，通过“好医生”项
目引进8名学科带头人，卫生健康服务
水平持续提升。全县9家养老院与医
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医养融合养老服
务体系逐步完善。

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民歌对唱比赛上，陵水群众激情放歌。

脱贫攻坚绘就发展底色

民族文化增添发展特色

民生幸福体现发展本色

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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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文罗镇坡村。

俯瞰陵水县城。

2019年，政府投资项目182个，开

工138个，开工率75.8%；社会投资

项目 47 个，开工 35 个，开工率

74.5%。

积极参加5批海南自贸试验区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工项目19个，完成

投资4.3亿元。

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7765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0.56%，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10357人。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3.7亿元，

同比增长14%。

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5亿美元，同

比增长61.7%，外资外贸均居全省前

列。

新增市场主体6430户、同比增长

24.3%，其中新增企业1501户。

2019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完成13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占比上升9.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完

成32538元，同比增长8.5%；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完成 14279
元，同比增长8%。

电商网络交易额19.2亿元，同比

增长20.8%。

全省布局25个省重点产业园区，

陵水占4个，数量位列全省第三。

（整理/君琼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