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进 小康路越走越宽广

眼下，三亚玫瑰谷景区花开正艳，吸引众多游
人观赏。

这些年，在三亚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三亚
亚龙湾玫瑰谷不断延长产业链，助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近年来，公司围绕着一产农业种植、二产玫瑰
衍生品研发销售、三产旅游，不断把产业做大、做
精、做强，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以产业升
级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硕说。

如今，博后村村民的干劲更足了，除了发展玫
瑰和民宿产业，还继续因地制宜发展契合村庄实际
的产业，提高自我“造血功能”，不少连锁餐厅开进
村里，集市、夜市等乡村经济业态愈加丰富，为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
有力支撑。

红色基因也为博后村发展注入更多动能。苏
少洪透露，博后村充分发挥革命老区村庄的优势，
依托省委党校、三亚市委党校教学培训资源，设立
党史知识学习长廊，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
打造博后党群基地教育产业，目前已承接来自省内
外各类培训上百次。

新的起点上，苏少洪踌躇满志。他表示，要和
村民们继续书写博后村的故事，探索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乡村振兴经验。

从火红玫瑰、民宿产业到开设博后培训基地，
博后村正不断奋楫求进，续写着乡村振兴新故事。

（本报三亚6月6日电）

求新 小民宿生成大产业

求变 小村庄迎来新发展

“博后村的变化太快了，解说词没多久就要更
新一次。”日前，博后培训基地迎来许多客人，博后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志雄“客串”起讲解员，欣
喜地讲述着博后村的新鲜事。

但无论解说词如何更新，故事总会从2013年
的春天说起。

三山环抱的博后村，毗邻亚龙湾，常年被海水
浸渍，土地盐碱化严重。“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份，
收成只能勉强满足一家人的温饱。”年近八旬的博
后村村民高明扬回忆，靠天吃饭的村民守着“金海
岸”，却过着苦日子。

改变从2013年4月9日开始。那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到此考察，强调要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贯彻落实好，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

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不断开创“三农”工作
新局面。

“总书记的嘱托，既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沉甸甸
的责任。”博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
说，当时，除了借助玫瑰谷发展，如何在博后村开发
新产业，成为大家最关心的事。

“去亚龙湾的车辆都堵到村口了，就是没有人
愿意进村”“如果部分游客能到村里消费，大伙的收
入便不成问题”……

2016年春节期间，苏少洪召集村里部分返乡
务工人员开座谈会，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各
自的困惑。

其中，在广州打拼的村民谭中仙萌生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回乡开办民宿。

产业发展，行胜于言。
谭中仙回忆道，那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带着这

些年“广漂”攒下的全部家底，将村里的老房子和猪
圈进行改造装修。不久后，作为博后村首批民宿之
一，谭中仙家的“海纳捷”民宿开张了。

“开业第一年，民宿几乎每天都客满，第二年，
本金就赚回来了，还为村民提供不少就业岗位。”谭
中仙对此颇为自豪。

“海纳捷”的成功探索，让乡亲们看到了一条致富
新门路。村民黄春荣说，她和丈夫也开起了民宿，夫
妻俩既是老板，也是员工，打扫客房、收账、接送住客，
里里外外地忙个不停。

2017年，三亚市委、市政府将博后村就地改造
为五星级美丽乡村，相关项目建设全面铺开，不仅

刷新了博后村的“颜值”，更为民宿产业集聚成势添
了一把火。

伴随着乡村面貌改变的，还有村民的思想。
村民们主动拆掉猪圈，参与环境大整治，有的村
民还拿出积蓄入股或与企业合作，建民宿、开超
市……

春风浩荡，随着产业逐渐兴旺，博后村村民的
日子也蒸蒸日上——

拓宽的村道上停满自驾游的小轿车，连锁餐
厅、咖啡店、电商服务站开到家门口；外出谋生的村
民回乡就业创业，2021年，博后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达2.86万元，较2012年翻了好几倍。

苏少洪说，博后村如今已经开了55家民宿，村
民吃上“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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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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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村哎岬湖畔的石碑上，“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
个大字熠熠生辉。2013 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亚
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
考察，强调“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产业园所
在 的 博 后 村 村 民 深 受 鼓
舞，大胆求变、探索创新，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走
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
致富路，博后村也实现了
从贫困的黎村到“网红打
卡地”的华丽转身，成为海
南乡村振兴的生动范例。

博后村的蝶变得益于
产业振兴。推动玫瑰种植
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擦
亮乡村民宿“金名片”，依托
红色资源打造党群基地教
育产业……多元化的产业
发展带旺了博后村的人气，
搅热了博后村的经济，创造
了就业创业机会，带动农民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博后
村的发展轨迹，反映出海南
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新路子。2013 年以
来，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切嘱托，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
好。如昌江黎族自治县王
下乡打造“黎花里”文旅小
镇，琼海市建设留客村、北
仍村等一批“美丽乡村”项
目，海口革命老区仲恺村布
局美食街、民宿、咖啡厅、农
家乐等旅游业态。各地以
休闲农业为载体，突出地域特色，推动乡村
产业提质升级。包括乡村民宿在内的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涌现，盘活了沉睡的资源，激
发出乡村经济强劲动能，展现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新农村的昂扬气象。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
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海南80%的土
地在农村，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气候宜人，具
有发展热带特色高效产业的禀赋优势。省
第八次党代会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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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提出“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发展行动，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我们要牢记殷切嘱托，着力在有特
色、成规模、重创新、促融合、畅流通、富农
民等方面下功夫，奋力打造乡村经济新亮
点，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农业有奔
头、农民有盼头、农村有看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快发展乡村产
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的长
远保障。只有产业兴旺，乡村经济这棵大
树才能枝繁叶茂。发展乡村产业要在促
进资源流通上下功夫。目前我省农业存
在规模小的短板，土地资源不够集中，产
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短、质量效益不
高等问题亟待解决。要在深化改革上下
功夫，创新方法，引进优质技术、资金等资
源，与乡村劳动力、土地资源有效整合，激
发各类主体参与农村产业的热情。要在
发挥地域特色优势上下功夫。乡村振兴
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遵循市
场规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挖
掘本土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
新功能新价值，优化产业布局，延长产业
链条，提升产品竞争力。要坚持以促进农
民增收为重点。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
展乡村产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一个好产业，可以带动一方发展，富裕
一方百姓。我们要牢牢牵住产业振兴这个

“牛鼻子”，把乡村产业做大做强，点燃乡村
振兴新引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把海
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
名片作出“三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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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博后村村民、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农林事业部副经理苏吉丽：

收入翻几番
生活更红火

如果说小康生活有颜色，在我看来，
应该是红色，如同花田中热情绽放的玫
瑰，红艳似火。

这些年来，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转型”为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员工，再从花农一路打拼晋升为农
林部副经理。如今，我平均每月工资收入
超过6000元，加上发展民宿产业，比起过
去仅靠种地获得的收入翻了几番。这些
经历，也让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考察时
所说的“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
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有切身体会。

这些年，玫瑰谷景区不断延伸产业
链，开创“旅游+农业”“旅游+电商”等新业
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企共赢；乘
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博后村也大力发
展民宿、农家乐等旅游相关产业，村民的
腰包也鼓了起来，“住玫瑰楼”“开民宿车”
就是我们的生活写照。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徐慧玲）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林事业部副总经理许惠秋：

让更多老乡
吃上“玫瑰饭”

过去，在这片上千亩的盐碱地里，村
民们“种啥啥不灵”，收成不够填饱肚子，
致富更无从说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考察时，给乡亲
们留下了这一深情寄语。多年来，三亚
亚龙湾玫瑰谷产业园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用敢闯敢试、脚踏实地的干
劲，让玫瑰产业朝着规模化、产业化、现
代化方向不断发展，鼓起了百姓腰包，改
变了村庄面貌。

如今，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已经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以玫瑰
产业多元化发展持续促进当地的土地增
值、农民增收。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利好
政策，三亚亚龙湾玫瑰谷产业园正在进行
新一轮的全面改造升级，将大力打造玫瑰
产业国际贸易中心，为村庄发展植入关联
产业，让更多老乡吃上“玫瑰饭”。

三亚博后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探索“富美路径”奔向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场景回放
2013 年 4 月 9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亚龙湾兰
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他
对产业园实行“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种植经营玫
瑰花、示范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做法表示肯定。

牢记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
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贯彻落实好，使热带特
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
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不断
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6月的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青山连绵，树木葱茏，玫瑰花竞相盛放。哎岬湖畔，“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两行大字被镌刻于一座石碑之上，苍遒有力。

2013年4月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强调“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深情寄语，鼓舞和激励着产业园所在的博后村干部群众踔
厉奋发、全力以赴，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几年间，这座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黎族村庄，借力三亚亚龙湾玫瑰谷（原亚龙湾兰德玫
瑰风情产业园），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民宿等支柱产业，打造“网红村”，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接续奋斗，大步奔向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6月6日，游客在三亚市吉阳区
博后村的民宿泳池内划船。

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玫瑰谷景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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