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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书写奋进篇章
努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中心花园

白沙黎族自治县深刻领会“国之大
者”，立足脱贫摘帽县、生态核心区的县
情实际，自觉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大局下，加快实施“三区一地一园”
新发展战略，努力将白沙打造成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中心花园，书写新时代白沙
奋进发展的出彩篇章。

坚持强化理论武装，做心怀“国之
大者”的明白人。白沙始终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引导
全县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与党
中央保持一致，做到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保持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坚持农村发展优先，以乡村振兴描
绘“三农”工作新画卷。白沙保持政策
不断、力度不减、责任不卸，乘势而上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做好产业规划着力提
升橡胶收益，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引导农民就业创业，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发挥组织优势，以换届为契机选优
配强村“两委”班子，班子平均年龄从
47.8岁降低至42.5岁，大专以上学历占
比从39.1%提升至55.1%。利用乡村振
兴工作队加强“传帮带”，推动人才振
兴。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村级事务管
理中来，加快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
治理体系。

坚持贯彻“两山”理念，以绿色生态
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实践。白沙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林长制，实行“全域禁烧，
全城禁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年均

99%以上，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省
前列。完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首
个试点生态移民搬迁项目，创新村集体
土地与国有土地置换新模式，入选第十
批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案例。积
极探索符合白沙实际的“两山”转化路
径，扩大森林生态效益直补范围，构建
以橡胶为主，绿茶、南药“两个万亩”和
红心橙、咖啡、山兰稻等“六个千亩”热
带高效特色产业支撑的生态农业体系
和“美丽乡村+”“体育+”“文化+”的多
元化生态旅游体系，让绿色资源释放生
态红利。

坚持抢抓新机遇，以破除堵点激发
转型发展新动能。白沙抢抓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出台一批招商引资政策，以“一件事”集
成改革打通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激发经

济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2019、2020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连续两年
两位数增长，吸引社会项目23个，意向
投资额达112亿元。

坚持做到不忘初心，以深厚情怀
书写民生发展新答卷。白沙将财政
支出的 70%以上用于民生，集中力量
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
业，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大力推
进“两校一园”建设，顺利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评估认定，全面
完成基层卫生院、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加快民生工程建设，“五网”基础
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儋白高速建成
通车，结束了白沙无高速的历史。打
造海南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区，
自我加压创建“无毒县”，社会治安持
续向好，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持续提升。
坚持加强作风建设，以自我革命

焕发干事创业新风貌。白沙一以贯之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和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组织
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
和“拖、放、等、推、懵”不作为、慢作为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动干部思想大
解放、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提升。

百年党史，催人奋进。白沙将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为主线，继续守好绿水青
山，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开创各
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海南篇章作出
白沙贡献！

白沙赓续红色基因，走出“保民生”与“护生态”共赢之路

以绿色生态引领 促产业融合发展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白沙黎族自治县地处黎母山之北，位于南渡江之源，这里是海南生态核心区；白沙也是革命老区县，有着光荣的红色革命传统。
回顾白沙的发展历程，“红色”是白沙最深厚的精神底蕴，“绿色”则是白沙最强劲的发展动力。自1987年白沙黎族自治县成立以

来，白沙赓续红色基因，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白沙路径，带领黎族苗族群众接续奋斗，实现了从贫穷
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同时，白沙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共赢之路，为近20万名白
沙群众托起了稳稳的幸福感。

蜿蜒流淌的南叉河，宛如一条玉带
绕过半个白沙县城。漫步在数公里长的
观景河堤上，远眺婀娜多姿的美女峰，不
时可见三五成群的鹭鸟在浅水踱步觅
食，这座宜居山城让白沙人和外地游客
感受到“深呼吸”的幸福感。

再移步至南叉河畔的狮子岭下，在
白沙运动员村项目工地，规划中的三层
公寓楼、会议楼等已封顶，工人们正抢
抓工期着手内外墙的装修事宜。作为
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白沙

综合基地的配套项目之一，白沙运动员
村将于今年底建成投用，将为每年在这
里集训的国家拳击队等提供冬训及备
战保障服务。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县长卢胜看来，
坚持发展“体育+”旅游产业，能进一步
引导人民群众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
平，对于推动“健康白沙”事业来说是一
件惠民利民的好事。

“十三五”期间，白沙的文体产业迎来
了发展的快速期。尤其是自2018年9月

白沙全民健身中心建成投用以来，白沙成
功挂牌“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
白沙·综合”，吸引中国拳击协会、中国登
山协会等5家国家级体育运动协会到白
沙设立7个训练基地，并顺势引进全国橄
榄球冠军赛、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等精品
赛事。值得一提的是，除专业运动员集训
及举办大型赛事外，平时，大部分运动场
馆都向普通市民开放。

城区不仅有颜值，白沙各乡镇的村
庄也迎来了蝶变。近年来，白沙发力挖

掘乡土底蕴及红色文化内涵，打造了一
个又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精
品村庄，如，元门乡罗帅村获得“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邦溪镇芭蕉村获
评为“全国最美特色村”、细水乡老周三
村获评为“全省十大最美乡村”等。目
前，白沙正在科学规划、统筹建设一批产
业与生态融合、人文与自然和谐的美丽
乡村，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
游，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实支撑。

在白沙陨石坑旁，不时可见一个个
茶垄错落有致的茶园，一株株茶树在枝梢
间竞相吐露嫩芽，生机盎然；再移步至七
坊镇龙江农场，绵延成片的红心橙种植基
地已迎来了挂果期，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白沙位于海南生态核心区，这里是南
渡江、珠碧江、石碌河三大河流的发源地。

“过去守着好生态，却种不出好的农作物，山
里人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日子过得挺苦的。”

这是不少白沙老人在受访中最常念叨的一
句话。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山银山？近年来，白沙立足生态环
境优势，探索出一条“稳胶扩茶扩药创特
色”的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实施绿茶、南
药“两个万亩”以及山兰稻、红心橙、百香
果等“六个千亩”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大
力推动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发展生

态农业，提升紫玉淮山、毛薯等“一乡一
品”“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由此
构建起“绿色银行”产业体系。此外，白
沙还努力创建白沙陨石坑国家地质公
园、七坊圣哒哒湖畔公园、茶园小镇等
4A级旅游景区，发展以雨林生态、节庆
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体验旅游活动，实
现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双轮”驱动。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刘蔚介绍，

“十三五”期间，白沙将县域57.89%的土地
划入生态红线，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
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省前列。同
时，将生态直补范围扩大至268个村庄，惠
及5.6万群众，并创新完成全省首个生态
移民搬迁村银坡村，以及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首个试点生态移民村庄高峰村的
搬迁工作。白沙在努力探索中走出了一
条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共赢之路。

白沙相关文史资料记载，1950年前，
白沙经济落后，除农业外，工业、交通、邮电
等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至1987年，白沙
GDP为1.6亿元，人均收入325元；而到了
2020年，白沙GDP已增长至56.85亿元，
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是31956元与13978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白沙县委、县
政府牢记为民谋福祉的初心，白沙始终
坚持“用小财政办大民生”。 一项项惠
民承诺掷地有声，一个个民生项目在落
地开花，只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更近距
离地触摸与感受到幸福生活。

这座美丽静谧的山城发展活力正逐
日凸显，宜居、宜游、宜业的发展蓝图正
在徐徐铺开——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白沙坚守生
态底线，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和乡村振兴政策叠加机遇，目前
已确定了“三区一地一园”新发展战略，即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两山”理念践行示
范区、海南中部生态与文体旅游示范区、
海南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区、海南中
部生态特色农业基地

和海南自贸港中心花园。
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紧

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取向、需求导向，
高质量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同时，建立
健全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推动洽
谈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
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进度。

接下来，白

沙将抓好六个方面重点任务，即：经济发
展更加均衡、实现“生态立县”向“生态兴
县”“生态强县”跨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升、精神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农业农村
发展提质增效、县域治理更有成效。

（本报牙叉6月30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
松乡拥处村，接连几场大雨把村
外的山岭浇了个透，该村党支部
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吉亚才在
安排村民们筛选山兰稻种子等事
宜，开始忙乎今年的山兰稻种植。

“与在水田里种植水稻不同，
山兰稻是种在山岭、坡地上的，因
此大多数人也称之为山兰旱稻。”
吉亚才说，现今，山兰米是白沙青
松乡“一乡一品”特色扶贫农产品，
成为当地不少农户实现脱贫摘帽
的“金谷子”，但早在2014年以前，
当地不少村民却瞧不上这一产业。

据了解，千百年来，每年五
六月份，当地黎族百姓就会用

“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种植山
兰旱稻，到了当年年底就迎来收
成。但因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且
亩产量较低，多年来已被当地农
户弃种、弃管。2014年，拥处村
种植山兰稻的农户不足10户，吉
亚才是其中一户。

“我喜欢山兰稻，不仅因为
煮饭口感好，更觉得这是一种传
统的黎族农耕文化。”自2010年
担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
副主任以来，吉亚才就已在寻思
着如何把山兰稻做成村庄的特
色产业。2014年，他牵头成立白
沙仙婆岭种养专业合作社，动员
村里数十户农户加入合作社扩大
山兰稻种植规模，通过合作社的
车间进行加工、包装，并注册了

“清香谷”山兰米品牌拓展销路。
近年来，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部门的帮扶
下，吉亚才带着合作社的成员们
陆续种植成功山兰红、山兰糯、山
兰香、山兰黑糯、山栏陆1号等多
个品种。在白沙有关部门的大力
推介下，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山
兰稻的营养价值，也读懂了海南
黎族传统的农耕文化，山兰米的
市场“身价”也得以不断提升。

去年拥处村山兰稻种植规
模已接近800亩，收成 10多万
斤，吉亚才也学会了电商线上销
售技能，积极参加省内各种农产
品展销活动，将山兰米远销至大
山之外。他也先后荣获海南省
劳动模范、2020年海南省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等殊荣。

“每斤山兰稻谷至少能卖7
元钱，加工碾成米后身价至少能
涨2倍呢。”村民符召荣说，去年，
他家光是种植山兰稻就入账了
近万元，山兰稻这一“金谷子”正
在让更多勤快耕耘的农户实现
增收致富。

（本报牙叉6月30日电）

白沙拥处村党支部
副书记吉亚才：

山里金谷子
“种”出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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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5亿元
2020年白沙GDP为

56.85亿元

4.4万
贫困人口“清零”

2020年2月，白沙4.4万贫困人口、44
个贫困村和35.2%的
贫困发生率全面“清零”

31956元
2020年，白沙城镇、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1956元和13978元

268个村庄

“十三五”期间，白沙将生态直补范围

扩大至268个村庄，惠及5.6万群众

增长9.9%

“十三五”期间，白沙实现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9%

7个训练基地
白沙吸引中国拳击协会、中国登山协会

等5家国家级体育运动协会到白沙

设立7个训练基地

统筹城乡发展 发力体旅融合

增进民生福祉 绘就发展蓝图

立足生态优势 做强特色产业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刘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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