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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临高全年实现

生产总值204.2亿元
同比增长2.1%

固定资产投资38.6亿元
同比增长8.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88元
同比增长4.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04元
同比增长7.8%

“十三五”期间

临高全县粮食种植

总面积 164.42万亩

热带水果种植

总面积46.25万亩

畜牧业总产值41.63亿元

渔业总产值609.1亿元

旅游综合收入达到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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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加快“三区一园”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促提升 蓄势赋能谋长远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临高老党员王贵达：

县城飞速发展
获得感满满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
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这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改
变，这是党对人民的贡献……要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日
前，在临高县皇桐镇，临高县委宣讲
团成员、老党员王贵达为党员干部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自2014年从临高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兼县文明办主任的岗位退
休后，王贵达一直没有闲下来，他
选择加入县委宣讲团，每年都走进
基层，宣讲有关中央和省委重要的
会议精神，传播党的理论，讲解中
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光辉
历程，引导党员干部从中汲取奋进
力量。

时间回到1976年，王贵达刚参
加工作，进入原龙波中学教书。当
年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让
他至今难以忘怀。王贵达回忆，那
时教室和宿舍都是茅草房，夏天连
电扇也没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就
是“床”，每人每月只领21斤米和4
两花生油。1985年，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6年，因工作调动，他进
入临高县委组织部，在临高县城一
直生活至今。

“现在的临高县城比1986年那
会扩大了不止10倍，老百姓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也在不断增强。”王贵达
说，他见证了临高县城发生的巨大
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临高县
城只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就是解放
路。只有一座横跨文澜江的桥，最
好的酒楼是仅2层的临高酒楼，最
好的商店就是临高百货商店，最好
的宾馆是县里的招待所。“当时，我
们一家5口挤在租来的40多平方
米瓦房里。”王贵达说。

眼下，临高县城正在飞速发
展。从仅有 1座桥到现在的 6座
桥，路网实现“四通八达”；高端酒店
入驻，商店鳞次栉比，新的学校、医
院和民生项目不断增多。近些年，
临高建设了文澜新城，配套建设了
歌剧院、博物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新增的文澜文化公园环境宜
人，成了整个文澜新城的知名地标。

“不论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还是
党的理论，我将继续宣讲下去，引导
更多的人投身建设美好新临高和美
好新海南。”王贵达说。

（本报临城6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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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生投入筑牢大保障举全县之力，脱贫攻坚圆满收官

5月17日，在临高金牌港园区，康庄
住工装配式建筑部品件ALC板、ECP项
目的首批大型设备、9条蒸压釜进场，这
标志着该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这也
是金牌港园区的首批大型设备进场。

“整个项目预计8月建成投入试生
产。”康庄住工科技（海南）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高志全介绍，自今年1月开工
以来，公司组织工人加快厂房基础、设
备基础等施工。“我们每完成一项设备
基础施工，就会安排设备进场，以此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高志全说。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2021年第
一批集中开工仪式临高分会场活动，临
高4个项目装配式建筑项目开工。海南

志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海南全景装配式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铁建设建筑发展
（海南）有限公司以及康庄住工科技（海
南）有限公司等4家装配式建筑企业入
驻金牌港园区，正加快项目建设。

为更好筑巢引凤，临高启动了3个
批次共16个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计划
总投资约30亿余元。项目建设包含路
网、污水处理、给水管网、天然气管网、
综合服务中心、配套商业综合体、人才
租赁公寓楼、小微企业园、港口码头基
础设施综合建设、消防站、垃圾转运站
等基础设施。这也是临高加快

“三区一园”建设的一个体现。
临高紧邻

“海澄文定”经济圈，县内有金牌港“海
港”和儋州机场“空港”，区位条件、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近年
来的脱贫攻坚，临高的城乡面貌、基础
条件大大改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
展优势愈加明显。

眼下，建设发展的势头不可抵
挡。积极规划推进国际慢城项目，目
前已取得国际慢城初步规划成果；瞄
准凤梨、释迦果、蜜柚等热
带特色产业，扩大

种植规模……立足于充分发挥临高独
特资源优势和自贸港政策优势，临高
正围绕“两港、两业、两旅、慢城”发展
重点，在继续做大做强热带高效农业
和海洋渔业的同时，大力培育新型建
筑、现代海洋、现代航空等新产业、新
业态，加快建设“三区一园”美丽幸福
新临高。 （本报临城6月15日电）

优化公共基础设施，城乡面貌大变样

紧盯新发展目标，加快“三区一园”建设

近年来，临高始终注重整体谋划，补
齐薄弱领域、薄弱环节短板，公共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城乡面貌发生大变化，为建
设现代化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在南宝镇南宝墟至新盈农场
旅游资源路（临高段）工程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路面，一派繁忙
的施工景象。这是今年临高正在加快推
进建设的农村公路六大工程之一。

“预计8月初实现功能性通车。”项

目现场施工负责人黎小弟介绍，该道路
为三级公路，全长约6.5公里，双向两车
道，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项目建成
后，能进一步改善临高交通条件和城市
面貌。

据悉，临高推进建设的农村公路六
大工程有646个项目，共约1391公里，
预算总投资约15.59亿元。截至目前，
已基本完工638个项目，最后8个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中，完工率达98.76%。

锦绣大道、碧海大道、市政大道二
期（文澜段）、临高角旅游公路二期等项
目全面完工，旧城区改造、临昌路改扩
建等一批重大市政工程已完成。2020
年 ，临 高 全 县 公 路 通 车 总 里 程 达
1735.57公里，较“十二五”提升60.8%，
通车里程、道路等级、路网结构和通行
能力大幅改善和提升。

在道路建设的基础上，临高大力实
施城乡客运一体化，2020年，建成加来

客运站和改建新盈客运站，新建38个
公交候车亭，新增28条城乡公交线路，
并投入58台新能源公交车，实现157个
行政村100%通客车。

2016年以来，临高累计开工建设保
障性住房544套，完成棚户区改造86
套、垦区危房改造458套；电网建设项目
总投资6.05亿元，户均配变容量、线路可
转供电率、环网率、馈线自动化覆盖率等
各项指标较“十二五”均明显提升。

碧波荡漾的文澜江穿城而过，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路上行人车辆川流不息……临高，这个位于琼
州海峡和北部湾交汇处的一颗明珠，愈加璀璨夺目。

近年来，临高立足新发展格局，积极融入“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临高县委、县政府聚焦金牌港、儋州机场“两个项目”和热带
高效农业、海洋渔业“两个产业”，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加快“三区一园”建设。一幅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画卷，正在临高徐徐展开。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临高县委、
县政府把脱贫攻坚当作第一政治责任，
强化对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完善脱贫攻
坚战斗队伍人员配置，强化资金统筹整
合，举全县之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根
据各村实际需求，精准选派工作队，全
县共安排4722名镇村、机关党员干部
联系帮扶贫困户，选派贫困村驻村工作
队员140名、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员
496名，实现全县各行政村驻村全覆盖。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5

年来，临高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开展
清零行动，坚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
现基本医疗全面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保率达100%，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
危房全部清零，推进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2020年，临高全面落实教育资助
政策，发放贫困学生特惠性补助1927.4
万元，“雨露计划”助学金792.05万元，
实现教育资助全覆盖、贫困孩子100%
入学；筑牢医疗保障“五道防线”，组建

医疗服务团队153个，实施大病救治
1537人，住院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完成贫困群众危房
改造365户……

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关键。

在产业发展方面，临高依托本地龙头
企业，推进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促进成立
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产业，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凤梨、释迦、火龙果等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在巩固49个全县规模产业

扶贫基地基础上，2020年，临高积极探索
“合作社+”产业扶贫新模式，在皇桐镇等
10个镇实施18个“合作社＋”产业扶贫项
目，以合作社为主体，融合贫困户、村集
体、龙头企业、金融和生产基地于一体，整
合各种生产要素，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据悉，2016年以来，临高累计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24.67亿元，实现贫困人口
10583户48775人脱贫退出、23个“十三
五”贫困村脱贫出列，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达到10595.8元，高质量脱贫摘帽。

以党建为引领
推动“三区一园”美好新临高建设

临高县委书记 文斌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的良
好态势下，临高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加强党的建设
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金牌
港、儋州机场“两个项目”和热带高效
农业、海洋渔业“两个产业”，加快推动

“三区一园”（即新型建筑产业集聚区、
滨海国际慢城休闲体验区、现代热带
特色农渔产业示范区、现代航空科技
产业园）美好新临高建设。

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强化政治
建设。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教育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
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抓工
作落实的强大动力，坚决扛起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临高担当，推动中央、省委
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临高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二、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
量发展。主动融入、服从服务海南自
贸港建设大局，金牌港园区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明确了园区新型建筑产业、
海洋装备制造、粮油物流加工“三大产
业”发展定位，着力打造几百亿级产业
链，形成临高经济发展强力引擎。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加快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打造了一批
现代化农业基地、养殖基地。把制度

集成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推动“智慧临
高”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一站式”招商服务，建立
健全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服务机制，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三、在筑牢基层堡垒中加快乡村
振兴。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严格落实三级书记抓党建责任制，
深入推进“六星党支部”创建和“4321”
工程，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推进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高质量完成全县183个村（社区）和居

“两委”换届工作，新一届村（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44.53 岁，较换
届前降低 7.65 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645人，较换届前提升21.21个百分点。

四、在践行宗旨意识中提升人民
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大优秀教师
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不断提高教育
水平。加快与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
院医疗联合体建设，让临高人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厚植
临高生态本底，加大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力度，狠抓环保督察整改，推
动生态系统治理和修复。深入开展

“双创”工作，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建
设，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水平。加快住
房、就业、文化等民生事业发展，让群
众享受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五、在干部队伍建设中激发发展活
力。坚持好干部标准，牢固树立正确选

人用人导向，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与自贸港建设发展相适应的干部队
伍，为临高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今年以来，共提拔任用、平级调整147
人次，干部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战斗力、
凝聚力、创造力不断增强。

六、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优化政治
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修复和净
化临高政治生态。深入开展“作风整
顿建设年”活动，完善干部管理规章制
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良
好局面，创新抓工作落实红黄绿亮牌
管控机制，不断激发干部队伍活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