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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奏响生态发展“协奏曲”做好全域旅游“大文章”
■ 本报记者 贾磊

老党员杜龙看保亭“蝶变”：

昔日深藏“闺中”
今日大放异彩
■ 本报记者 贾磊

“回望保亭发展，从过去封闭落
后到如今发展迅速，全域旅游发展
遍地开花，我以前想都不敢想。”6
月18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
城镇，83岁高龄的老党员杜龙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杜龙自参加工作以来，历任保
亭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调研室主
任、县委党校校长、常务副校长等
职，于2000年退休。退休后，他不
遗余力“献余热”，从2012年起至
2020年，担任保亭县关工委副主任
兼爱国主义教育团团长。

在职期间，他主动作为，始终奔
走于关心下一代相关工作一线，每
年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爱国主义主
题教育活动。自2012年以来，主持
开展了93场次主题教育活动，参与
教育活动的中小学生达7万多人
次。2020年，他荣获“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工作的几十年里，杜龙见证了
保亭的“蝶变”。

保亭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热
带雨林植被丰富，是一处藏在“闺
中”的秘境。“可过去由于交通不便，
贫穷落后，守着好资源，却发展不起
来。”杜龙说，随着交通路网的发
展，保亭积极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迎来了发展转机。

“可以说，保亭的旅游发展是从
一枚枚温泉蛋开始的。”杜龙回忆
说，2000年前后，得益于保亭七仙
岭温泉出水量大、出水温度高，蕴藏
储量大且开发稳定等特质，保亭温
泉旅游产业开始阔步发展。“从第一
家温泉酒店开业，到如今20多家星
级酒店集群落子保亭七仙岭。”

随着槟榔谷等景区的不断建
设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保亭参观游览，保亭的旅游品牌知
名度提升。杜龙还注意到，“随着
去年山海高速海棠湾至保亭段通
车，三亚到保亭的车程因此缩短至
30分钟，助推保亭旅游发展更上
一层楼。”

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过去，保
亭黎族苗族文化发展缓慢。如今，

“伴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乡村
振兴工作大力推进，保亭陆续获得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不断完
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保护传统文化
遗产，多形式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推
动民族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杜龙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希望多做
点事，站好最后一班岗。”杜龙说，如
今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保亭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他对保亭的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保城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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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生态优势 建设美丽家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亭发展的最
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近年来，作为海南岛生态核心区市
县之一的保亭以提升环境质量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和省生态环
境保护百日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
手，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
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在保亭新政镇什示巴村，海南日报
记者在村口显眼的位置看到了一台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这台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今年1月份投入使用，采用
AAO+BAF处理工艺，每天可处理污

水40吨，是目前比较先进的污水处理
设备，主要处理什示巴一村、二村78户
388人的生活污水。”保亭生态环境局项
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以前我们村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
排入房前屋后的水沟，夏天蚊虫多，苍
蝇乱飞，有积水的地方还会散发恶臭。”
什示巴村村民高玉莲说，村里的污水处
理设备投入使用后，家里的生活污水通
过管网流入污水处理设备集中处理，如
今村里的蚊虫少了，臭味也没有了。

截至去年底，保亭已开工建设274
个自然村/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其中257个自然村/队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已完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38%。已对31个村的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修复。

以水资源保护为例，保亭县编制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2021-2025）》，科学合理、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相关部门委托3家有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运维经验的第三方单位分3个片区
对全县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
运营维护工作，制定《保亭县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运行维护监督考核工作细

则》，对运营单位进行严格监管和深度
考核，并将运营管理与项目建设衔接，
建立“建设-验收-运营”无缝衔接机
制，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好
一个，用好一个，管好一个”。

数据显示，2020年，保亭环境空气
质量总体保持优良状态，优良天数比例
为99.4%；省控考核断面地表水水质优
良，达标率100%；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标准，达标率100%；地表水环境质量排
名全省第四；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
持良好，排名全省第一。

2019年4月26日，省政府正式宣
布保亭退出贫困县序列，顺利摘掉国家
级贫困县的“帽子”。保亭继续咬定目
标，尽锐出战，高质量赢取了脱贫攻坚
总决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保亭不断巩固脱贫成
果，进一步巩固发展橡胶、槟榔、冬季
瓜菜、热带水果和南药等传统农业，发
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致
富能人等的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
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现脱贫户
稳定增收。

在该县响水镇的黄秋葵育苗基地，
脱贫户王晓敏说：“在黄秋葵收购点，务
工每一个月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自
家还种了6亩黄秋葵，每年能有6万多
元收入。”

数据显示，去年保亭投入产业扶
贫资金 1.29 亿元，实施百香果、黄秋

葵、红毛丹等产业项目76个，惠及脱贫
户6631户2.64万人。依托旅游扶贫带
动脱贫户 1895 户 7805 人吃上旅游
饭。创新开展消费扶贫，受益脱贫户1
万户次。

享受到民生福祉的，不只是贫困
群众。

近年来，保亭以巩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为工作主线，
围绕打造“黎苗文化体验展示基地”的
建设目标，不断完善公共文体基础设
施，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多形式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推动民族文化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

老旧的书架、尘封的图书、
鲜有人问津的大厅，甚至

群众都不知道图书馆在哪，这可能是许
多人对县级图书馆的印象。而保亭图
书馆，却以一种年轻、亲民的形象展现
在群众面前。今年以来，保亭图书馆相
继举办亲子绘本朗读大赛、“好书推荐”
线上阅读活动、黎族文化讲座、诗歌朗
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成为保亭群众喜
爱的一个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保亭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试点工作，在原有基础上，继
续完善县城文化中心等功能，升级建成
数字文化馆、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
馆。保亭在乡（镇）、村（社区）两级完成
了全县9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62个村级（社区）文体
活动室、农家书屋、篮球场和舞台等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七个一”功
能提升及广播设施设备更新替换，实现
全覆盖，达标率100%。

保亭还开展了文明教育、文明交
通、环境治理、文明旅游、文化惠民、诚
信践诺、志愿服务、军民融合、网络文明
等九个文明专项行动，在全县范围内营
造了浓厚的文明氛围，扎实做好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工作，城乡文明风貌焕然一
新。 （本报保城6月28日电）

巩固脱贫成果 增进民生福祉

发力全域旅游 风景变“钱景”

练瑜伽、泡温泉、雨林漫步，在黎村苗
寨跳舞唱歌……这是河北游客李燕近段
时间到保亭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度假时发
在朋友圈的内容，引来朋友们纷纷点赞。

如今的保亭为何如此吸睛？得益于
近年来，保亭以一流雨林生态为本、黎族
苗族独特文化为魂，全力打造成具有浓郁
海南民族民俗特色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自2019年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保亭旅游发展迎来新机遇。打造

“旅游+文化”，立足黎族苗族文化特色，推
出了《槟榔古韵》大型原生态实景演出，被
列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每年举办

“三月三”“嬉水节”等活动展示非遗文化；

“旅游+体育”，举办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
会、全国广场舞大赛；“旅游+农业”，在美
丽乡村举办采摘节、渔猎节、山兰节，将景
区、酒店、农家乐、乡村民宿、露营地和果
园串联，开发乡村旅游线路……

借助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不仅见
证着这座山城的变迁，也实实在在地改
变了城乡面貌、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
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6月17日上午，在保亭三道镇田头
村，46岁的村民高其锋正忙着清理村里
的一片杂乱空地。“过去总是担心女儿务
工出去太远。这个月初，女儿找到了在
雅布伦休闲山庄当服务员的工作，每个

月有3000元工资。”高其锋笑道。
雅布伦休闲山庄是保亭打造的众多

乡村旅游点之一。近年来，保亭通过“百
镇千村”、共享农庄建设，推进了南电、南
梗、什慢、什吉等20个美丽乡村及响水
享水谷等共享农庄建设，带动乡村旅游
的发展，也为更多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
的机会。

依托旅游产业的发展，许多特色农
副产品找到了销路。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的惠农街内，三道镇甘什下村村民
黄小梅在一个摊位销售农副产品，“淡季
一天也能赚个两三百元，如今房子盖了，
车子也买了。”而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则以订单采购的方式，优先购销周边农
户的蔬菜、红毛丹、小背篓等农副产品。

目前，保亭旅游产业多点开花，发展
成效明显。已建成2个国家5A级景区、
1个国家4A级景区，一大批乡村旅游
点。2021年1月至4月，保亭接待游客
量120.01万人次，同比增长336.3%，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34.4%；全县旅游
总收入实现8.29亿元，增长378.5%；接
待过夜游客 38.5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3.4%。

“保亭的优势在旅游，出路在旅游，
发展全域旅游是保亭的最佳选择。”保亭
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

湛蓝如洗的天空，美丽神秘的热带雨林，干净整洁的街道……盛夏，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游客会被海南中部这座独具特色
的县城深深吸引。

近年来，保亭以“绿色”驱动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
用“美丽”改变贫困，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以脱贫攻坚工作为起点，乡村振兴工作为支撑，摘掉了“穷帽子”，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党建引领 夯实发展基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王昱正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立足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抓好
党的建设，夯实保亭高质量发展基础。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治方向。突出政
治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等精神，深刻领会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国特色”的内
涵，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广泛开展庆祝建
党100周年系列活动，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坚持齐抓共管，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压实
各级党组织抓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责
任，构建三级书记齐抓乡村振兴工作
格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
工作导向，继续落实县级党员领导干

部抓基层党建联系点制度。持续向软
弱涣散、集体经济薄弱等重点难点村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扎实做好第二批
乡村振兴工作队轮换和管理工作。

三是坚持机制引领，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整合党建、综治等各类网格，打造
乡镇、村（社区、居）网格化党建体系，建
立乡镇、村（社区、居）党员干部包联网
格、走访群众制度，打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完善“一核两委一会”乡
村治理机制，加强村（居）务监督和民主
协商，进一步推进全县村（社区）、单位、

行业党建互联互动，打造村（居）基层协
商议事平台。深化“三信三爱”活动，完
善“四事”工作法，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
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积极性。

四是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各领
域党建。继续落实“月例会、季报告、年
考核”制度和各基层党（工）委书记和班
子成员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
严格落实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和省部出台的党支部建设“8+2”标准
体系，持续抓好软弱涣散支部整顿提升
和“五好”党支部、党建示范点创建工

作，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整
体提升，统筹抓好农村、机关、国有企
业、学校、两新、公立医院，各领域党建
工作，不断优化基层党建体系。

五是坚持底线思维，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严格落实《党委
（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
定》，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
之以恒正风反腐肃纪，扎实开展作风
建设专项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守牢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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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全年累计投入8890.1万元
提升脱贫村交通、水利、通信网络等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投入3557.2万元建设饮水安全

提升工程29宗
惠及脱贫人口460户 1899人
实施红毛丹、黄秋葵、百香果等

产业项目76个
惠及脱贫户6631户2.64万人

依托旅游扶贫带动脱贫户

1895户 7805人
创新开展消费扶贫

受益脱贫户 1万户次

2021年一季度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2.91亿元
同比增长 12.2%

两年平均增长 1.87%

全县接待游客量95.54万人次
同比增长341.2%

旅游综合收入7.06亿元
同比增长379.8%

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33%
其中政府投资同比下降20.3%

占总投资比重29.8%
社会投资增长85.6%

占比70.2%

社会投资成为一季度
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