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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黎乡美 幸福指数高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黄兆雪

昌江道隆村老党员邓子钦：

红色血脉永不断
乡村富美人才兴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6月1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乌
烈镇道隆村村民邓子钦用过早饭
后，坐在绿植覆盖的凉亭下，品一口
茶，放下茶杯后，由衷感慨，“如今的
日子苦尽甘来了，而且越过越甜，感
谢党。”

邓子钦今年65岁，1996年加
入共产党，她始终觉得生活上巨大
的变化，离不开党的领导。

“村里没通自来水时，要去 1
公里外的小溪挑水喝。现在自来
水直接通到家里，生活方便了。”邓
子钦说。

更有甚的是，“早年间嫁来这
里，住的瓦房，连挑水桶都没有，别
提多窘迫了。”邓子钦说。

如今，邓子钦住上了2层楼的
小洋房，宽敞明亮，现代化电器、家
具一应俱全。她和老伴一起张罗的
庭院，摆满了各样式的盆景，郁郁葱
葱，成为村里的“最美庭院”，还拥有

“绿色家庭”的美称。
邓子钦所在的道隆村是一个红

色村庄，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
区村庄，拥有我省唯一一个村级革
命烈士陵园。

1939年，道隆村成立了中共道
隆村党支部。同年，道隆村抗日后援
会成立，成为一支革命抗日力量。道
隆人民的精神血脉延续至今。

今年67岁的陈学祥，党龄45
年，今年刚卸任村委会副主任。

“那时村里还没有水泥路，垃圾
乱堆，污水四流。”陈学祥犹记，
1995年他担任村委会副主任时。

“村里产业单一，村民主要靠种植水
稻和花生为生，经济效益低，村民富
不起来。”

近年来，在党的政策引领下，道
隆村的水泥路整洁干净，楼房比比
皆是，路灯通明。还建起了敬老院、
卫生室、篮球场、休闲广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不仅如此，西环高铁棋子湾站
毗邻道隆村；石碌至棋子湾旅游公
路，在道隆村北口交叉汇合，交通十
分方便。”陈学祥说，交通便利了，道
隆村建起了花卉基地，带动了百香
果、火龙果产业发展，还推动冬季瓜
菜成为村里的主要产业。同时，道
隆村作为红色村庄，也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参观，增加了旅游收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道隆
村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也鼓舞着
年轻人奋发向上，让红色成为村庄
底色。“去年，道隆村人均年收入突
破万元。”说起这些喜人的变化，陈
学祥满是兴奋。

（本报石碌6月27日电）

图
瞰
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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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贫困堡垒 脱贫攻坚大获全胜

4月22日，昌江医疗集团人民医院
通过腔镜甲状腺手术为一名27岁女患
者切除了甲状腺肿瘤。这是昌江当地
医院首次有能力进行此类手术。昌江
当地医院能够开展多项高难度手术，得
益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鼎力帮扶。

2018年，昌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签订5年帮扶协议，整合县域内16家医
疗机构组建紧密型医共体。同年 11
月，昌江医疗集团挂牌运行，昌江成为
全省第一个实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
改革的试点市县，并被列为全国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自合作帮扶

以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先后派驻111
名专家到昌江，开展传帮带对口帮扶，
接收昌江36名业务骨干进修学习，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42个，3个临床专科达
到省级重点专科水平，推动医疗集团新
建专科8个，病床使用率、三四级手术、
微创手术比例明显提升。当地老百姓
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
病不出县”的愿望。

昌江坚持把群众办好事、增福
祉放在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上。
5 年里，每年安排近
80%的财力投

入到民生工程上。投入近10亿元建设
“大水网”，完成5553户危房改造、5411
户厕所改造、49个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让
民生的“底盘”更加稳固；投入14亿元建
成“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
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引进一流
资源合作办好木棉学校等优质学校，把
昌江教育推向更高
水平。

展望未来，昌江将持续弘扬“植树
娘子军”精神事迹，全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加快实施乡村振兴，加快补齐民
生短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作出
昌江贡献。 （本报石碌6月27日电）

践行“两山”理论 产业成功转型升级

发展民生事业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近日，省政府同意将海南（昌江）清
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纳入省级产业园
区。“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新技术园区
成立以后，对昌江税收、产业发展等各方
面有很大的带动。”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
区管委会主任吴增荣说。

昌江拥有被称为“亚洲第一富铁矿”
的石碌铁矿和占据海南90%石灰岩储藏
量的矿产资源，铁矿和水泥成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一直以来“二产独大”，是典
型吃“石头饭”的资源依赖型经济。

为了摆脱资源依赖，“十三五”期间，
昌江县委通过“五地两县”的发展思路，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因
地制宜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加快旅游产
业体系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重点推进

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
据介绍，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新

技术产业园包含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业
先导区、太坡“零碳”制造及科创服务区、
叉河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及核电现代海
洋产业试验区，总规划陆域面积1665.89
公顷。园区内核电二期和小堆示范等重
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园区的产值
将超过千亿元。

实际上，“十三五”期间，昌江全力
“突围”资源枯竭型城市。除了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项目外，工业方面，通过水泥产
业全线技改升级，让尾矿等大宗固废综
合利用率达100%；农业方面，调减14
万亩低效农业产业，改为发展芒果、花
卉等“十大特色种养产业”，累计产值62

亿元。
“公司通过种植兰花苗，年产值达

3000万元。”海南和丰世纪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周平说，产品主要销往
广东等地。

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是昌
江“五地两县”的发展战略之一。拥有霸
王岭、雅加瀑布、棋子湾、海尾湿地公园
等自然资源，让昌江有了以旅游业为龙
头的发展战略的信心和底气。

经过多年的宣传推介，春赏木棉
红、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
王岭已成为昌江全域全季旅游的招牌
名片。

不仅如此，昌江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19年初，借助

王下乡获评全国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之机，以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为抓手，全面启动王下

“黎花里”文旅小镇建设，积极创新生态
旅游产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老百姓
的金山银山。

2020年“五一”期间，王下“黎花里”
文旅小镇惊艳亮相后，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每到节假日，到王下乡旅游的省内外
游客络绎不绝，王下乡的村民也因此吃
上了“旅游饭”。王下乡三派村二队村民
吉亚红开了王下乡第一家农家乐，到现
在收入已超过20万元。

王下乡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王下
乡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约18%，人均收
入达到14600元。

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城环城东路的市民文化公园，自从建成开放后，已成为当地市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在上世纪60年代，文化
公园和昌江中学斜对面的山坡，是一片荒山野林，经常有猴子出没。上年纪的居民现在还把这个地方叫猴子山呢。”6月18日，跟海
南日报记者聊起昌江县城石碌镇的变化，昌江县文联主席庞大海笑着说。

因铁矿而生、偏居石碌河北岸的石碌镇，1961年昌江将县城迁移到这里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猴
子撒野的地方已成为县城中心的黄金地段，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年收入仅几千元，老婆生病需要花
钱，贫穷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昌江海尾
镇打显村村民邹其呈喘不过气来。在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政府的帮
助下，他起早贪黑，靠着种芒果和养鸡，
2019年收入超过10万元，彻底摘掉贫
穷“帽子”。“没有党的扶贫政策，就没有
现在的好日子。”邹其呈感激地说。

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十三
五”期间，昌江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省政
府部署，共选派2443名党员干部下村

入户和5158个贫困家庭结成“亲戚”携
手谋脱贫。选择16家龙头企业带领贫
困群众发展产业。据统计，2016年至
2020年，昌江脱贫攻坚工作累计投入
21.29亿元。其中，安排5142户贫困户
和58个村集体与18家扶贫企业（合作
社）建立联结，实现产业帮扶组织化程
度100%，累计发放贫困户收益产业分
红4845万元。

今年2月27日上午，包括脱贫户符
耐仕在内，昌江今年首批农村务工人员共

503人坐上农民工就业“直通车”，赴粤务
工。这是符耐仕连续第二年外出打工，他
希望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幸福生活。

为了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
2018 年以来，昌江培训农村劳动力
25040人次。同时通过建立全省首个
务工服务站，“点对点”输送贫困劳动力
赴粤务工。3年累计给8609人次贫困
劳动力发放务工奖补1711万元。

在综合保障性扶贫方面，2020年
为5804名残疾对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

贴737万元；为3496户8355人城乡低
保对象累计发放低保金2517万元；截
至目前贫困户纳入低保931户2564人。

经过努力奋斗，2018年底，全县36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全部脱贫出列；
2019年底，2342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退出，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
题，全面消除了“零就业”贫困家庭，全
县农村实现无一个家庭住危房、无一人
因病掉队、无一个学生失学辍学，脱贫
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强根固魂 凝心聚力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昌江高质量发展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陈儒茂

在脱贫攻坚战中
投入21.29亿元

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23424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

投入近3亿元实施改造危房
解决了5553户

困难群众安全住房

全县公办园
就读幼儿比例达到52.3%

全县森林覆盖率64.02%

打造了 11个星级美丽乡村
昌江城区公交新能源率

达到 100%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引
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关键之年。昌江将牢牢把握“国
之大者”，坚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良好精
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奋力谱写昌江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加快构筑海南自贸
港新高地，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

坚定政治方向，把稳思想之舵。
坚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浓
墨重彩、精心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活动，激发全县爱党之情、
奋斗之志。坚持以新思想定向领航，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讲堂”覆盖全部党组织和重点
企业，引领各级党员干部始终初心如
磐、使命在肩。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
引领感召，持续开展“解放思想、敢闯
敢试、大胆创新”专题研讨活动，用好
道隆村革命烈士陵园、“植树娘子军”
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引导党员
干部群众担当使命责任、勇于创新
创造。

夯实组织基础，打造战斗堡垒。
昌江已创成 14 个党建示范点、83 个 7

星以上村“两委”、15 个“五星”机关
党支部，还将继续深化星级党支部
创建，选优配强一批基层党组织“带
头人”，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先锋引领
工程，补齐城市基层党组织服务功
能短板，打造一批十星“两委”示范
样板。完善“一核两委一会”治理模
式，创新党建带工建、团建、妇建的
方式，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

“两个覆盖”，引导更多党员在乡村振
兴、产业项目、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
中建功立业。

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干部作风。
强化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深化“五不

为”专项整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顽疾。深化政治巡察，常态化推进

“打伞破网”、廉政警示教育，筑牢拒腐
“防火墙”。以“我为群众办实事”“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为抓手，推
动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进
群众，破解经济发展、政策落地、营商
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堵点盲点，用心用
情办好一批群众关切的教育、医疗、住
房、安全、就业、人居环境等“急难愁
盼”问题。

党建引领航向，激活发展引擎。
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
革的领导核心作用，围绕打造海南西

部一流旅游目的地、海南新能源创新
产业基地、海南热带高效农业产业基
地、特色文化产业聚集基地、现代海
洋渔业综合基地、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县、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
的发展格局，集中力量推动清洁能源
高新技术产业园落地见效，高标准建
设核电二期、“万亩花卉基地”“智慧
渔业产业园”、四大“国”字号公园、王
下“黎花里”文旅小镇，抓好各领域改
革创新、项目攻坚突破年、全域创建

“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等重大任务，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

“十三五”经济
主要指标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020年 119.47亿元
年均增长5.9%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020年 15.26亿元
年均增长 1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20年26.42元
年均增长5.8%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年38049元
年均增长 7.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年 15736元
年均增长8.4%

“十三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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