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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引领，产城融合再添动力

生态底色促发展 产业焕发新活力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屯昌七旬“乡村规划师”
李孝儒：

全心全意为“三农”
见证乡村新巨变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黑瘦的身板穿梭在乡间小路上，
活跃于田间地头，古稀之年却仍旧精
神头十足——这就是72岁老党员李
孝儒的日常。在李老的眼中，屯昌美
丽乡村的翻天覆地之变，离不开党的
领导。

走进新兴镇坡利村，路面整洁平
坦，树影荫蔽石桌，全然一派新景象，
这是李孝儒今年规划设计的第八个
文明生态村。屯昌全县有680多个
乡村，其中500多个文明生态村的规
划创建，都出自这位有着46年党龄
的老党员之手。

李孝儒从小爱好美术，当乡镇干
部的时候，就试着规划村容村貌，领导
看见李孝儒有这个才能，便送他去学
习相关知识。因地制宜，规划合理，在
李孝儒的手下，每张规划图都是根据
各个地方的特色设计出来的。从前的
龙斗坡村只有崎岖蔓延的土路，村民
出行多有不便，如今土路成了四通八
达的水泥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愈
加完善。

以前，枫木镇的农民主要以种植
水稻为主，由于作物品种单一，经济
效益低，农民的腰包始终鼓不起来。
李孝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引导
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
增加收入，是李孝儒当时思考最多的
问题。通过进村走访，外出考察市场
行情，李孝儒决定利用枫木水源灌溉
充足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冬季瓜
菜。李孝儒在职期间，不仅推动槟榔
产业成为乌坡的支柱产业，还使枫木
成为了屯昌县冬季瓜菜的主产地，打
造出枫木苦瓜、枫木红茄等农业特色
品牌。上世纪90年代李孝儒赴北京
建设学院学习，一双手、一把尺子、一
套彩笔，勾勒出了屯昌县生态文明村
的蓝图。李孝儒不仅为屯昌县的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倾注了
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也见证着美丽
乡村的蝶变。

回忆起从前的村容村貌，窄小弯
曲的村道杂草丛生，畜禽粪便随处可
见，如今500多个村庄渐渐换新颜，
李孝儒也时常感慨，在这场“美丽的
变革”中，变化的不仅是乡村的生活
环境，还有村民的思想，文明生态村
工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村民的支持。

生于1949年的李孝儒是党和人
民“拉扯”大的孩子，“我所做的这些，
只是一名党员干部为‘三农’工作奉献
自己的一点心力，对组织的信任交上
一份答卷。”离岗不退休，这位七旬老
党员的愿望是立足“三农”，继续干下
去，成为一轮坚定不移的“乡村明月”。

(本报屯城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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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化拓展新局面

高约4米的沟渠两旁坡面上种着生
机勃勃的绿植，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绿
色“毛毯”挂在沟渠的两岸——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在屯昌县枫木镇红岭灌区总干
二标段护岸工程现场看到的景象。

吉安河、文赞水库、街心公园曾是
远近闻名的“黑臭”水体，在进行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修复之后，水体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眼活水与清流。
屯昌坚持生态立县，通过治理和管控，

还原碧水与蓝天。
为保护好生态，屯昌在强化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和推动节能减排两方面下
足功夫。不仅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
专项整治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还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
及强度双控行动。

与此同时，变“废”为宝也在
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例

如废旧矿山生态修复和综合利用，垃
圾分类试点和“禁塑”工作等，危险废
物和建筑垃圾处置利用能力的提升为
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为屯昌人
民带来了绿色的宜

居环境。守蓝天常在，护碧水清流，在生
态建设这张绿色“成绩单”上，屯昌坚定
不移地守住了生态底线，逐步推动推进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本报屯城6月16日电)

产城融合释放新动力

生态建设呈现新气象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模
式，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

过去屯昌县屯城镇向北走，曾是一
片野生灌木丛。土地平整后，随着入驻
企业越来越多，带来的不仅是生产要素
的聚集，更成为屯昌经济的“加速器”。

2016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
将屯昌县产城融合示范区列入全国试点，

成为全省唯一得到国家支持的产城融合
示范区。太极集团等企业先后入驻该示
范区，奏响了屯昌加快发展的乐章。

县城聚力大产业，小镇也有大风
情。在产城融合战略驱动下，屯昌加大
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精
心谋划，加快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步伐。
念活“特”字经，是屯昌激发产业发展活
力的“秘密武器”。乌坡南药养生风情

小镇就是依托原来海南药材场的基础，
大力开发“五香四药”种植，通过立面、
基础设施改造，绘就了一幅精品城镇新
画卷。

此外，坡心农业公园小镇、枫木冬季
瓜菜小镇、西昌特色养殖小镇等6个特
色产业小镇形成了多个具有一定规模、
突出地方特色、产业化程度较高的优势
产业小镇。在尊重老百姓生产生活方式

的基础上，屯昌挖掘不同村镇的自然和
人文禀赋，打造出“田园春色满怀收，山
水风光画里求”之景。

如今的屯昌以产城融合示范区为
载体，围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
研学、中医健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
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正稳步朝以产
兴城、以城带产的产城融合目标迈进。

屯昌，地处五指山北麓，南渡江南岸，位于海南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交通枢纽。这片中部的多情热土，淳风古韵，物产富饶。
近年来，屯昌县主动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机遇，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和丘陵地区宜居特点，扎实推进产城融合、全县域

循环农业两大战略，凝心聚力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中医健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业，为屯昌的经济转型升级催
生出新动力，赋予了新动能。

在这片绿色沃土之上，屯昌发展轨迹与时代的发展步调紧密相连，昔日的中部山区小城大变样，正向成为一座绿色发展、富足共
享的现代化城市的道路上大步迈进，一幅生态美、人文兴、百姓富的画卷在徐徐展开。

近日，屯昌县槟榔协会有关负责
人来到南坤镇岳寨村的槟榔园里，向
农户开展槟榔病虫害防治的技术培
训。

2020年，屯昌县槟榔总产值首次
突破10亿元，好收成不仅得益于槟榔
价格的持续上扬，还有屯昌县槟榔协
会会员单位的抱团发展。在海南省科
技协会指导下，该县槟榔协会创建了
槟榔高产示范基地，通过科技支撑的

方式，帮助当地槟榔户种好树、保好
果。

这仅仅是屯昌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的一个缩影，多种补贴和扶持措施并
举，在保障农户利益的同时，也极大提
高了种植和养殖的积极性。

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的典型代表
——黑猪养殖小区建设，更是让农业真
正走上了绿色道路。发展循环农业以
来，养殖场的排泄物进了沼气站，变废

为宝成了沼气、沼液、沼渣，沼气可以发
电和作为生活用气，沼液可以实现水肥
一体化，沼渣又可以还田，村民们把这
称为“转着圈挣钱”。

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稳中有
进。屯昌县不断出台促进市场消费
政策，组织开展旅游消费活动，农旅
融合、文旅融合“融”出了一片好春
光。

660余亩梦幻香山公园以“香”为

魂，开发农业种植、乡村旅游、研学体
验、康养胜地四大产业项目，农业版“迪
士尼乐园”猪哈哈的农场将生活场景融
入乡村肌理，为游客提供全方位体验
……屯昌通过打造大型农业休闲体验
公园，将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与亲子旅
游、芳香经济等热点产业相结合，让生
态循环农业变成时尚产业，促进了产业
的融合发展，拓展了产业空间，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

以高质量党的建设
推进屯昌高质量发展

屯昌县委书记 田志强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保证。屯昌将以更高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和保持强大发展动力。

一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教育
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带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贯彻到重
点工作全过程和事业发展各方面，不
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
屯昌落实落地。充分发挥屯昌的交通
区位优势和丘陵地区宜居特点，主动
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在
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持续推进
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和产城融合发展
战略，大力发展旅游、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和康养等产业，加快形成差异化发
展格局的要求，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突出重点，
举全县之力建设有屯昌特色，有发展
潜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发挥功能作用的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屯昌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核心，建
强基层战斗堡垒。坚持把基层党组织
建设作为“头号工程”，扎实开展规范
化党支部创建工作，从落实7项组织生
活制度、规范党支部 8 个方面建设着
手，聚焦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乡
风文明、民主管理、人居环境、特色产
业、便民服务等“1+6”方面提出具体要
求，创建了屯城大洞村等一批党建示
范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基层党组织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扎实开展

“两新”党组织“两个覆盖”行动和“五
型支部”创建活动，着力提升党组织组
织力和战斗力。按照“企业+村集体+

基地”的形式，由企业管理经营，资产
归村，企业保底收入，同时超额分成，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思路，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36个村打造金椰子
产业作为集体经济，为农民增收、乡村
振兴和热带农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村“两委”换届工
作，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

“两委”班子，高标准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三是以紧贴中心工作为抓手，保
持强大发展动力。坚持党建和中心工
作双融互促，着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围
绕中心工作来确定目标、开展工作，解
决好“两张皮”问题，做到深入融合、相
互促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领导
干部表率作用，在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一
线中党员干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一

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哪
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
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
率，让党旗始终在艰苦的工作一线高
高飘扬，让党建成为引领助推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是以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
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强化优化干部教育培训，推动人才
引进和培养，加强干部队伍、人才队伍
管理，给平台、给压力、给激励，创造浓
厚的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干事创业氛
围，为坚决扛起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屯昌
担当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人才保障。
严格选人用人标准，把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1248”乡村治理和疫情防控等基
层一线工作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
重用依据，把符合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
的优秀干部选拔出来、使用起来。严格
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公职人员容错纠
错办法（试行）》，旗帜鲜明为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和在屯昌的重点工作中
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
撑腰鼓劲，树立保护改革者、支持担当
者的鲜明导向，形成解放思想、敢闯敢
试、大胆创新的浓厚氛围。推进县委党
校新校区建设，建好干部教育培训主阵
地。完善“候鸟”人才工作体系，引导

“候鸟”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
五是以正风肃纪反腐为保障，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坚持“严”的
主基调，聚焦作风建设新常态，以零容
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严肃查处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紧盯重大工
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监督管
理，深化工程项目招投标、土地出让、营
商环境、生态资源等专项治理。加强干
部日常教育管理，深入开展作风整顿建
设年活动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大力整
治“四风”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顽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2020年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88.99亿元
同比增长 1.7%

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758元
同比增长3.9%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97元
同比增长8.1%

十三五期间

农业总产值

比“十二五”时期增长41.8%

36个贫困村

脱贫出列

6766户27944名贫困人口

脱贫退出

贫困发生率

从2016年的 11.16%降至零

累计投入贫困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15.52亿
元，实现贫困村水、电、硬化路、

光纤和4G网络覆盖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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