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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产业是王下乡群众的稳定收
入来源。9月14日晚，王下乡大炎村
村民韩坚丁来到橡胶林割胶，为此他
已经等待了4个多月。

“现在路修好了，橡胶有人收了，
一天能有500多元收入。”王下乡大炎
村村民韩坚丁说，他家里种了1500株
左右的橡胶，家里种的益智、槟榔也都
有了销路。

昌江山海互通旅游公路还兼具着
生产路的重要功能，它承载着一路风
景，也关系着王下乡群众的民生福祉。

在昌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
李志鹏看来，当前昌江正在积极创建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目前已建成52个镇级和村级站点，各
乡镇全覆盖。“过去道路交通不畅，农
产品运输受阻，王下乡的电商站点没
有盘活。”李志鹏说，今后王下乡的山
兰酒、野生蜂蜜、黄碳寄生茶等农特产
品可以通过公路运出山，打通电商运
输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昌江依托王下乡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打造“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黎花里
旅游品牌，形成乡村振兴示范样本。

“通车前，进出王下乡的时间不
定，遇到封路，从王下乡到县城两三个
小时车程是正常的，现在一小时左右
就到了。”王下乡洪水村时光里民宿有

关负责人说。
“迎接国庆黄金周到来，目前正趁

着公路通畅的便利，加大对民宿和旅
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庆期间还将增
加两个房车营地。此外，两个美丽乡
村项目也在顺利施工中，争取在年底
前完工。”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辉说。

昌江旅文局局长洪少明表示，山
海互通旅游公路的贯通，将助推昌江
旅游业的发展。下一步将邀请考古专
家、文化研究专家，发掘王下乡古人类
文化、黎族文化，邀请旅游规划专家对
王下乡旅游资源整体设计，按4A以上
标准设计打造王下乡大旅游景区。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昌江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获评
“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近日，经公安部批准，昌江
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获评“全国公安
机关执法示范单位”。此前，在2020年至2021年两年
间，昌江公安连续获评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优
秀单位，2021年名列全省第一名。

近年来，昌江公安局紧紧围绕“法治公安”建设目
标，将“四位一体”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执
法质量水平的重要抓手，提出“规范办案、服务基层、强
化监督、集约高效”四项要求，推动执法办案工作取得
新突破。

2020年至今，已回访报警人、处警民警上万余次，
督促相关警种部门及时受理行政案件316起、立刑事
案件147起，从源头上坚决杜绝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的
情况发生，全面提高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

昌江山海互通旅游公路升级改造
工程起点棋子湾，终点王下乡，涉及路
段包括棋子湾专道29.5公里、叉霸公
路 27公里、霸王岭至王下乡 25.7 公
里，建设内容为路面改造、防护工程、
排水工程、桥涵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升
级改造、黄土裸露修复等，其中难度最
大的路段为霸王岭至王下乡路段。

该路段不仅是霸王岭景区内部的
主要道路，更是王下乡群众进出霸王
岭的唯一通道。

昌江交通运输局制定了升级改造
方案。2021年10月，该路段正式动工
建设，但在建设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
设计方案经过多次调整。

昌江交通运输局局长卢维介绍：

“由于该路段经过霸王岭国家森林公
园，如果全封闭施工，王下乡群众正常
进出只能绕道走核心保护区内的一条
便道，这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为最大
程度保护生态环境，原先设计的观景
台、步道等观赏性建设内容也取消了。”

因此，在旅游公路的设计上，该局
始终秉持着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理
念，采用大树绕行、小树移栽的方法，最
大程度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对霸王岭
至王下乡沿线浆砌片石边沟统一拆除
改造为盖板边沟，加宽路肩，既能行车
又能排水。并依据现场实际情况新建
78处错车道，最后对现有老路进行沥青
路面加铺，改造完成后的路面约5.7米。

“最初采取‘封闭干三天，开通一

天’的策略施工，后期，为了加快进度，
改用碾压混凝土工艺，优化施工流程。”
昌江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符日勇介绍。

“山海互通旅游公路贯通，有助于
达到串连一路风景、带动一片产业、造
福一方群众的目标。工程的最后阶段
遇上疫情，我们坚持‘一手打伞、一手
干活’，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昼夜施工，确保尽早实现功能性通
车。”卢维表示，在不占用公益林的前
提下，霸王岭至王下乡路段建设有3处
停车道，兼顾观景台效果，游客在停车
歇脚时可远眺俄贤岭、近观流水瀑布，
下一步将完善旅游公路的功能，计划
在十月田镇椰子村、叉河老洪桥处建
设旅行驿站，丰富游客的体验。

▶全面统筹 打通一条路网

山海互通旅游公路，山即为霸王
岭，海则为棋子湾。近年来，昌江大力
培育体育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
乡村旅游等业态，一条旅游公路将昌
江散落四处的旅游资源相串联，成为
琼岛西部靓丽的风景线。

9月11日，时逢中秋假期，傍晚的棋
子湾大角沙滩，水清沙白，海风轻柔，不
少游客就地搭起帐篷，静享海边月色。

“棋子湾这片海干净、宽阔、平静，
浅蓝色与天相接，似乎看不到分界
线。”来自河南的游客王女士趁着中秋
和家人自驾从昌江县城来到这里。

旅游公路沿线的叉河镇排岸民宿
正积极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接待能
力。作为木棉花观景点之一的排岸
村，每年都以火车木棉、稻田木棉景
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

“今年的客房进行了升级改造，在
提高舒适度的同时，致力打造成富有黎
族风情的‘金宿’。”排岸民宿负责人郑
兴海对山海互通旅游公路贯通后旅游
业的发展充满期待，希望昌江在公路贯
通的利好条件下，深化旅游品牌建设，
推动非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目前，排岸民宿正在全面升级为

带产业的民宿风情街，将尽快建成游
客中心、大型停车场；观光小火车、水
上儿童乐园、亲子趣味互动区、采摘
园、垂钓等项目也将在年底完工。”郑
兴海说，将充分利用“春赏木棉红”这
一旅游金字招牌，把排岸打造成农文
旅一体化旅游度假村。

昌江靠山面海，工业文化遗产和
黎族文化特色鲜明，随着山海互通旅
游公路的全线贯通，昌江将极大缓解
县域内的道路交通压力，实现“交通+
旅游”融合发展，为该县绿色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交通保障。

▶连点成线 串联一路风景

▶复工复产 造福一方群众

昌江盘活近400亩旧矿山

昔日旧矿山 今朝披“绿衣”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三狮岭V2矿山上，马占相
思树、龙眼、菠萝蜜、花梨树等多种植被绿意盎然，昔日
裸露的矿山披上了“绿衣裳”。

旧矿山换新颜的背后，是昌江实施“生态+经济”
矿山修复模式，让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受益的生动实
践，也是昌江致力城市转型，走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之路的真实写照。

2019年7月14日至8月14日，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到昌江开展督察期间，要求对三狮岭
V2矿山进行生态修复治理，整改时限为2022年12
月底前。

“如果直接将矿山修复交给施工方，政府要多花费
资金，而且修复后的矿山因管护缺位，导致复绿植被死
亡的问题谁来解决？”昌江林业局局长文继恋说，矿山
修复要想治标治本，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及研讨，最终决
定以“生态修复+废弃资源利用+产业融合”的新模式，
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三狮岭V2矿山治理分为两个生态修复区，总面
积396.85亩。2020年11月27日，海南绿满岛实业有
限公司着手进行三狮岭V2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结合矿山修复治理区域地形地貌和生态破坏现状，把
植被存活作为矿山复绿的关键和目标，对适宜治理区
域大面积覆土绿化，营造与周边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
景观。”海南绿满岛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金说。

在修复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困难。三狮岭V2
矿山曾遭严重非法开采，山体大面积裸露，水土不易保
持，成为矿山复绿的一大难题。

“采取开路运土覆盖石头，引水灌溉植被。”吴祖金
说，对山体开采剖面采取客土喷播挂网方式，通过清理
坡面、平整穴沟、打锚杆挂网、喷播、撒草籽等系列举
措，形成灌、草、藤优化立体配备模式，将植被发达根系
和网体有效结合，成功实现裸露山体大面积复绿效果。

“种好植被后，将部分矿坑当作天然蓄水池，通过
矿坑引水灌溉植被，保证植被生长用水。”吴祖金说。

经过一年多的有效治理，三狮岭V2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于今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整个项目结束政府
投资799.16万元，若换成以往的简单粗放的生态修复
方式，起码要花1900万元。”文继恋说。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昌江启动第二批清单积分制试点村

“小积分”助力乡村“大治理”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通讯员冯定坤）日前，昌江

黎族自治县在石碌镇山竹沟村和叉河镇红阳村两个试
点村的成果基础上，正式启动第二批乡村治理清单积
分制试点村工作，在各乡镇不少于2个行政村推广运
用清单积分制，通过“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

昌江清单积分制工作组工作人员吴青说：“成立村
管委会，制定关于本村的清单细则，会议通过之后，叉
河村正式列入乡村治理清单积分制试点村。”

所谓清单就是把公共服务清单、乡村发展清单、党
建引领清单、村民行为清单以及E类动态清单，结合乡
风文明“七个倡导”活动，对村民文明习惯进行清单量
化。同时，对村级事务逐项按“责、权、事、费”四个要素
进行解构，确保“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积分制”，即
村规民约与具体村务进行赋值量化的方式。

叉河镇党委副书记符源辉介绍，叉河村是昌江第二
批清单积分制试点推广村庄。下一步，将以清单指标积
分量化为原则，建立本村积分管理评价体系，逐步达到
基层工作科学管理的目标，并通过推广积分制，让村民
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真正做到村务事变成家务事。

昌江使用无人机
对水稻病害统防统治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通讯员冯定坤）近日，昌
江黎族自治县在乌烈镇白石村举行水稻病虫统防统治
与绿色防控现场观摩会，现场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水稻
重大病虫害进行统防统治，预防和控制水稻重大病虫
害暴发蔓延，努力保障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白石村的连片水稻田，满眼绿意盎然。一台台植保
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迅速升空，飞向水田上方，
随即向下喷洒出均匀的白色云雾，整个过程精准高效。

“对于病虫害发生比较严重的连片的水稻，使用植
保无人机进行统防统治，能有效控制水稻病虫扩散蔓
延危害，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昌江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植保股负责人陈增菊说。

据介绍，相比传统的人工防治，植保无人机统防统
治具有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喷洒均匀、雾化效果
好、安全环保等特点，每台无人机每天可作业400至
500亩，有效提高水稻防效。下半年，昌江计划组织植
保无人机防控作业面积7800亩次。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哒哒哒……”9月14日下午5
时许，随着出海的渔船陆续进港，昌
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尾渔港码头
上响起了“交响曲”。海尾社区渔民
黎义曙驾驶着约10米长的渔船冲在
前列，妻子黄启娇原本在码头上等
候，听到渔船发动机响起后立即起
身前去迎接。

“开海后的天气都不错，每天都
可以出去。今天凌晨4点半就出海
了。”黎义曙晒得黝黑的脸上充满笑
意，这样忙碌的日常带给他们的是
实实在在的收益。

“噔！”接过丈夫从船上递下来
的渔筐，黄启娇提了口气。“今天开
出去近 20海里，这一筐大概有 80
斤，收获还算可以。”黎义曙看了一

眼，这筐里大概有皮皮虾、三点蟹、
红线鱼、带鱼等近10个品种的海鲜。

黄启娇顾不上与丈夫说太多，
托着鱼筐，径直来到码头上的收购
点进行分拣，她要将这筐新鲜的渔
获就地售卖。

收购商羊国联早已摆好电子秤
等候渔获的到来，作为当地主要的
海鲜收购商之一，她对渔船回港的
时间了然于心。

羊国联说，每天渔船出海前她就
定好了货。“今天定了20艘渔船的渔
获，预计有1000多斤，然后再运往昌江
各大市场分销，现在可是供不应求。”

随着回港的渔船越来越多，这
个临时收购点人气也旺了起来。地
瓜鱼、长鱼、花浪鱼、蛟楠鱼……各
类海鲜倾泻而出。羊国联麻利地将
价格相同的鱼分选进一个筐，然后

迅速过秤，在笔记本上记下重量，统
一结算。

“皮皮虾60元一斤、三点蟹15

元一斤，各类海鲜加起来卖了1000
多元。”黄启娇对此很满意。

丰收的渔获一头上了捕捞网，

让渔民腰包鼓了起来。另一头便上
了“销售网”，让前来采买的食客们
过足嘴瘾。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新鲜得
很，不论清蒸还是爆炒都好吃。”海
尾社区居民秦雄在摊位面前转了
转，眼疾手快挑选了上好的鱼、虾、
蟹。“来这里买海鲜可要趁早下手，
稍不留意就卖完了，海鲜我们一家
老小都爱吃，今天买了满满一大袋，
才花了200多元。”秦雄说。

今年，昌江作为第一批开海市
县，共有279艘符合条件的渔船出海
作业，8月27日至9月14日，昌江累
计出港渔船 2555 艘次，出港渔民
5442 人次；累计回港渔船 2336 艘
次，回港渔民5033人次。累计产量
96.72 吨，累计产值 394.25 万元。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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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王下的山，山高高；王下
的路，路遥遥……”这首昌江
黎族自治县王下乡群众口中
哼唱的黎歌，简单的歌词中透
露着王下乡的偏远。

9月4日凌晨4时许，昌江
山海互通旅游公路霸王岭至
王下乡路段沥青摊铺完成，实
现功能性通车，这标志着全长
超80余公里的山海互通旅游
公路实现全线贯通，人们去往
“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更加
便捷。

山海互通旅游公路的贯
通，是昌江坚持一手打伞、一
手干活，努力实现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双
胜利的缩影，也为昌江打造
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实现“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
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
岭”全域全季全时旅游提供
重要交通保障。

王下乡形象大门。
昌江融媒体中心供图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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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王下乡洪水村民宿。昌江融媒体中
心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