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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从儋州市儋阳楼环顾
四周，南面的云月湖碧波荡
漾；西面和北面林木苍翠；
东面高楼鳞次栉比，大道纵
横交错，人来车往，川流不
息。“第一次来儋州，感觉城
市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都很好，是一座非常有吸引
力的城市。”10月 16日下
午，在参观儋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中心时，鹰潭日
报社推广运营中心总监陈
剑说。

2019年初，儋州围绕
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这
一目标，提出打造西部教育
中心、医疗中心、文体中心、
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五大
中心”，全力推动全市高质
量发展。作为儋州市委市
政府所在地，那大镇坚决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加快城市更新步伐。
扎实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服务全局。

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经济呈现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已初具雏形

建功自贸港 那大正腾飞

鹰潭日报社推广运营中心总监陈剑：

依托丰富非遗资源
打造“网红”城市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第一次来儋州，没想到这里竟有10多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震撼。非常高兴能在这里
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儋州可以依托丰富的
非遗资源，挖掘‘网红’元素，打造‘网红’城市。”
10月16日，鹰潭日报社推广运营中心总监陈剑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陈剑通过参观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
心，了解了儋州的海盐晒制技艺，这种传统日晒制
盐技艺主要是利用海水涨潮时淹没蓄海水池，存
蓄海水和浸泡晒盐泥地里的泥沙，退潮后将海水
淹浸过的泥沙翻耙曝晒至干，然后再经过一系列
工序，结成盐巴。“这种古老传统的制盐工艺是人
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人民勤劳淳朴的品质，
非常珍贵。”他说。

他认为，儋州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结合当前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儋州应该在做好非遗产品
的同时，推动非遗产品走出去。一方面依托非遗
资源，可以挖掘“网红”打卡元素，扩大传播，增强
儋州文化吸引力，打造“网红”城市；一方面充分利
用网络，在网上推广儋州非遗产品，增加城市知名
度、美誉度。

陈剑认为，儋州可以多举办推介活动，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推介儋州非遗产品，传播儋州非遗文
化，让更多人走进儋州、留在儋州，从而助力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

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会长梁勤俭：

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魅力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文化底
蕴深厚。要探索采取多种新方式，传播非遗文化，
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魅力。”10月16日，中国广
告协会报刊分会会长梁勤俭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在参观完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后，梁勤俭了解了泊潮海龙舟。泊潮端午习俗是
儋州乃至海南独具地方特色的端午习俗活动，分
布在儋州西北部沿海地区的泊潮渔村，有划龙舟、
海浴等，这种习俗活动已有多年的历史。“还有儋
州粽子手工技艺、土法制糖技艺等，这些非遗均与
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非常有意思，在新时代应该
采取多种新方式加以传播。”他说。

梁勤俭认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儋州可以打造
一个“沉浸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邀请
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让参观的市民游客可以边
看、边听、边赏、边尝，沉入其中感受非物质遗产的
魅力，从而拉动消费；在展示中心可以开展非遗体
验活动，让市民游客亲自体验传统工艺制作过程，
在快乐体验中学习，加深对儋州非遗文化的了解
与认识；可以鼓励市民游客拍照传播，拍下有关儋
州非遗的内容，再通过各个网络平台传播，扩大儋
州非遗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

据了解，在那大镇落地的省、市重
点项目46个，需要完成土地征收面积
3189.04亩，发放征地补偿费约4亿
元。这些项目涉及海南影视艺术学
院、省道乌那线兰洋至那大段、天角潭
水利枢纽工程、儋州市二环北路市政
工程、党校进出口道路、松涛南路等项
目。

今年以来，那大镇党委高度重视

项目征地搬迁工作，截至目前，全镇已
完成45个重点项目土地征收工作，累
计征收面积3487.77亩，夯实了省市
重点项目用地基础。

8月23日，儋州市首个棚户区改
造项目、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那大
镇番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房，首批
交房共207套，剩余回迁房将陆续交
付。拆掉破旧瓦房和陈旧自建房的拆

迁户共475户1539 人，开始陆续搬
进新家。截至目前，番园棚改项目已
完成回迁安置房705套、回迁铺面55
套选房工作；王桐王龙城市更新项目
已进入到回迁商品房开工建设阶段。
今年力争完成番园棚改回迁房项目建
设和王桐王龙城中村改造征收安置工
作。

在抓好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同时，

那大镇不断加大“两违”整治力度，已
完成5万平方米的“两违”整治任务。
同时加快推进条件成熟的那恁、头潭、
蔬菜等城中村的村改居工作，想方设
法启动那大商场及其周边老旧城区试
点改造工程，不断推动那大城市化建
设。计划全面实施老城区三线整治及
城区背街小巷排污、亮化、绿化、美化
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品位。

2021年1月，儋州市启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攻坚战号角。那大镇积极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一创两建”工作部署。围绕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和创建国家文明城
市工作目标，认真履行创卫属地主体
责任，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在中兴大街沿街店铺，门口干净
整洁，车辆停放有序。“自开展‘一创两
建’工作以来，我们对沿街店铺实行

‘门前三包’。到今年上半年大街小巷

‘门前三包’签订率100%，‘门前三
包’管理已形成常态化。”那大镇政府
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抓好城区环境卫生的同时，那
大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今年上
半年全镇农村地区共投入5万人次，
累计清理卫生死角逾4000处；清除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1050余吨；清理排
水排污沟120处。加大投入，大力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和排水排污沟建
设，已建成4个污水处理站，并投入使

用。各村庄排水排污沟正在加紧建设
当中，目前那大镇7个城中村生活污
水已接入市政排污管网。抓好农村厕
所革命。全镇20个村委会、6个镇办
农场均建成1座以上公厕，建成农村
无害化厕所1万余座，农村无害化厕
所覆盖率达100%，完成农村户厕化
粪池防渗漏改造2685户，超额完成市
里下达的800户改造任务。

那大镇党委负责人尹亚峰介绍，
近年那大镇工作亮点多，各项经济指

标均稳步增长，经济呈现健康发展的
良好态势。2020年那大镇地区生产
总值占全市42%。今年1月，儋州顺
利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国家卫生
城市暗访检查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技
术评估，获评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
号。那大镇重视乡村规划，推行农村
驻村规划师制度，聘请优秀规划设计
团队驻村，截至9月29日，全镇16个
应编尽编行政村均已进入到编制的第
三阶段。

那大城区的面貌变化很大，已成
为海南西部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
通便利的重镇，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已
初具雏形。但不可否认，那大农村地
区基础设施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为
此，那大补齐短板，打造亮点，全力推
动城乡统筹发展，千方百计促进城乡
居民增收。

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那大
积极配合儋州市相关职能部门，加快
那大城区及周边路网改造建设；在逐

步完善农村路、桥网络建设的同时，
全面实施农村给水、排污、亮化工程；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整治城
乡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加大农村
安全饮水管护工作，保证农村饮水安
全。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那大镇在
巩固加平村种桑养蚕、石屋村稻虾共
育、侨南村百香果、先锋农场榴莲蜜、
合罗农场精品西瓜等特色产业的基
础上，重点打造合罗、横岭2000亩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标准化橡胶示范基
地，配套发展养猪、养鸡等林下经济；
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盘活横岭、
石屋、先锋、西联居等常年蔬菜基地
生产。近年计划挖掘盘活合罗、石
屋、屋基等一批农村集体土地资源，
大力发展民宿、康养、采摘等产业，打
造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乡村旅游休
闲目的地。

提高三产整体水平。那大镇充
分利用那大区位和人流物流优势，扶

持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化水准的互联
网、物流、仓储企业；大力培育发展夜
间消费、文化娱乐消费、体育休闲消
费、汽车消费和家居电子消费等消费
业态；引进建设一批旅游度假酒店、
康养项目、大型购物中心、商业综合
体、综合写字楼等中高端消费项目。
加快推进奥迪汽车产业城、西部旅游
工艺品交易中心、西部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等项目建设。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

紧抓征地工作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实行“门前三包”打造卫生城市

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10月16日下午，中国（海南）媒
体融合发展论坛媒体代表来到千年
古郡儋州市，进行为期一天的考察采
风，近距离感受儋州这座海南西部中
心城市的魅力。当天晚上，儋州市举
行媒体推介会，全面介绍传统文化、
旅游、美食等资源。

儋州地处海南岛西北部，有着全
省十分之一的土地，九分之一的海岸
线，八分之一的人口，是海南陆地面
积最大的城市。儋州是一座历史悠
久、人文鼎盛的古郡。早在汉武帝时
期（公元前110年）就设立了儋耳郡，
是海南最早设立行政建制的地区。
苏东坡谪居儋州3年，兴办“东坡书
院”，传播中原文化，教化黎民子弟，
开海南文明之先河。东坡先生的情
怀、文采、遗风，像长流似清风，深刻
地影响着后世，造就了儋州文风蔚
然。儋州素有“诗乡歌海”之美称，吟
诗作对、能歌善舞已经成为百姓平常
生活。儋州调声独一无二，被列为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还先
后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
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
书法之乡”等称号。

推介会上，儋州市委常委、秘书

长肖发宣向媒体嘉宾介绍儋州的基
本情况。他说，儋州是一座资源丰
饶、禀赋独特的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曾荣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等荣誉。这里红色资源丰
富，“歃血结盟纪念园”“白马井渡海
先锋营登陆点”“石屋村胡松纪念馆”
等为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提供了精神动力。儋州旅游资源
丰富，有百年橡胶林、千年古盐田、万
年石花水洞，还有“世界上最热的氡
温泉”，与牡丹、杜鹃齐名的玉蕊花树
群等等。

儋州是一座著名的“美食之
城”。儋州粽子飘香万里；长坡米烂

入口留香，中和香糕甜美润滑，松涛
鳙鱼肥美细嫩……100多种美食、小
吃享誉中外，令人流连忘返。

儋州也是一座奋发有为、潜力无
限的活力新城。借助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契机，儋州正在加快建设海
南西部中心城市。肖发宣介绍，在深
化改革、制度创新、营商环境、城市更
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
进步。当前，儋州正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打造海南
西部教育、医疗、文体、消费、服务等

“五大中心”，全力服务好海南西部
300万人民群众。

在儋州媒体推介会上，嘉宾们欣

赏到了儋州山歌、儋州调声等非遗文
化的表演，大家还加入互动，和演员
们手拉着手，围成圆形，跟着演员们
一起边歌边舞。“现场气氛活跃，音乐
与舞蹈融为一体，大家都感受到了儋
州调声的独特魅力。”中国广告协会
报刊分会会长梁勤俭说。

“十三五”期间，儋州市加快建设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面貌变化很
大：引进的全国优质教育资源，带动了
儋州学校在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管理
模式、文化打造、教育质量上取得长足
进步，推动海南西部教育中心初步成
型；引进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投入巨资
建设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甲专科医

院，布局构建门类齐全的医疗体系，扎
实推进海南西部医疗中心建设，让全
市市民乃至海南西部地区居民享受优
质医疗资源；儋州马拉松连续2年获
评中国田协金牌赛事，海南西部文体
中心已见雏形；文旅消费新业态、新热
点不断涌现，海南西部消费中心逐渐
成势；完善滨海新区城市功能，海南西
部服务中心崭露头角。

在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方面，
儋州市今年重点抓好农业规模化种
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2021年，儋州围绕“十四五”建
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目标，按照

“五大中心”建设的要求，加快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强化城市功能，导入现
代新业态，激发新动能，营造新环境，
展现新面貌，加快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建设，力争建成海南最宜居的城市。

“儋州的发展，离不开新闻媒体
的持续关注和大力宣传。”肖发宣说，
儋州真诚地希望各位媒体嘉宾通过
参加本次活动，感受儋州如诗如画的
自然风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蓬
勃发展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社会
风貌，以优美的笔头、闪亮的镜头，记
录儋州、宣传儋州，让儋州进一步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

儋州市举行媒体推介会，全面介绍传统文化、旅游、美食等资源

千年古郡美 喜迎八方客

城 风市 采

儋州那大镇城市风光儋州那大镇城市风光。。近年来近年来，，那大镇各方面设施进一步完善那大镇各方面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10月16日，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儋州媒体推
介会现场的歌舞表演。

10月16日，媒体嘉宾参观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儋州古盐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