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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一日
不同景。

清晨的哎岬湖畔，芳草鲜美，鸟语花
香；午后，一幢幢民宿掩映在青山绿水
间，游人尽享欢乐假期；傍晚，夕阳为三
亚亚龙湾玫瑰谷的花海镀上一层金辉，
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结束一天的劳作
后，不约而同地出门散步、跳广场舞、逛
夜市，舒适又惬意。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这里考察，留下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的温暖嘱托，深深鼓舞和激励着当
地的干部群众。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深入
推进，博后村因地制宜重点发展生态旅
游、特色民宿等支柱产业，2021年村民
人均年收入达到2.86万元，托起了村民
的幸福小康梦。

乡村生机勃勃，产业欣欣向荣，农民

日子红火……发生在博后村的美丽蝶变
也是三亚广大农村，从决战脱贫攻坚进
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缩影。

放眼三亚，山乡巨变。
在育才生态区青法村，芒果种植户

胡建忠靠着一颗颗“致富果”，告别了破
旧不堪的老屋，搬进结实敞亮、家具家
电一应俱全的新房。“这几年，我的生活
变化很大，吃穿不愁了，还盖上了新
房。”从贫困户变成小康户，胡建忠感慨
万千。

在崖州区抱古村香水莲花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植基地，抱古村村民高真伟在
这里务工，负责采摘睡莲。

“以前，我仅靠种植水稻，勉强能填
饱肚子。如今，我出租田地后就在基地
务工，年底还有产业分红。”高真伟说，这
让自己一下有了3份收入，放在以前想

都不敢想。
“终于搬进了新房子”“收入更有保

障了”“有了积蓄，能娶上媳妇了”……一
句句朴实的话语，背后是困难群众命运
的深度改变，是三亚市委、市政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巩固民生
成果的生动写照。

一组组数字，是三亚坚决扛起使命
担当，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有力
见证：三亚市建档立卡户2253户10065
人，分布在49个行政村（社区）、246个
村小组，已于2019年底前全部脱贫退
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初的2.11%降
至2019年底的0%，全市16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已在2016年底前全部摘帽出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

走进天涯区抱前村，随处可见干净

整洁的硬化路、独具特色的文化墙、绿意
盎然的农家庭院……

“抱前村被纳入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设后，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香水莲
花项目使抱前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莲乡’，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来打卡拍照，我们的腰
包也鼓了起来。”抱前村村民符进忠喜上
眉梢。

去年以来，三亚全力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和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建设，成效显著，打造了一批具有
活力又独具魅力的美丽乡村示范村。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以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为
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全面提档升级，努力
打造乡村振兴“三亚样板”，并健全防止
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扎实推动巩
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以前，我在课堂上总不敢开口说英
语，但其他学校同学在英语比赛时的精彩
表现，激励着我要勇敢展示自己。”三亚市
吉阳区罗蓬小学学生王子微说。

在三亚第二小学教师的协助下，罗
蓬小学英语教师谭敬妮经过一番钻研，
对授课方式进行改革，鼓励每位学生在
课堂上“动起来”“说出来”。如今，沉寂
的课堂“活”了起来。

“2017年，158人；2020年，273人。”
细数这几年学校回流的学生数量，三亚榆
红小学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得益于三亚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
三亚不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较大
提升的同时，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也在不
断丰富，让学生们收获更多自信，实现快
乐成长。

教师的切身体会、学生们的“用脚投
票”，是三亚市教育条件大幅改善、教育
质量大幅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有力佐证。

近年来，三亚坚持从人民群众普遍
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围绕“衣食
住行、业教保医”等百姓需求，找准深化
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把教育、医疗、社
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问题一个一个解
决好，把每年承诺办好的一批为民办实
事事项落实好，推动“短板”逐一补齐，质
量不断提升。

嫁接优质基因，力争弯道超车——
近年来，三亚通过实施“好校长、好

教师”引进和培养工程，面向全国引进优
秀校长26名、骨干教师44名，优秀外籍
教师39名，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教师

886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
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等几
十所中小学、幼儿园建成开学，新增学位
2.6 万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52.1%，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89%。

2017年被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全面
托管的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今年成为琼
南首家三甲妇幼保健院；三亚中心医院
门诊综合楼改建扩建，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确立为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
点医院……近年来，三亚大力引进优质
医疗资源，加快推进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构建完善“基本医
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商业健康保险+
医疗救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三亚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逐步
升级，实现了“15 分钟城市健康服务
圈，30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和“小病、
常见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市”的就医
格局，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三亚交出卫生健康“十三五”亮
眼成绩单。

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是愿景，更要
付诸行动。五年来，三亚累计城镇新增
就业17.4万人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5万人次，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6.9%和8.3%；社
会保险参保基本实现全覆盖。

民心所向，政之所行。三亚持续织
密民生保障网，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快
补齐民生短板，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切实
做到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满眼青绿，白鹭翩飞……漫步三亚
河畔，于不经意间就会遇见方寸之美。

绿草茵茵、空气清新，曾经的一潭臭
水难觅踪迹……如今的三亚东岸湿地公
园不仅是鸟类栖息地，也成为众多市民
晨练的“打卡地”。

这一组生动剪影，尽显三亚扎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方
面取得的成就。

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省，海南拥有不
可多得的自然资源，最大的本钱在生态，
最大的潜力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和使命
也在生态。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三亚发展最大
的资本和优势。“十三五”期间，三亚牢
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
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全过程，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按下
“快进键”。

近处小桥流水、远景群山如黛……
蜿蜒的大茅河穿过三亚市吉阳区大茅
村，勾起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河河道专管
员黎玉的思绪：“大茅河鱼虾成群、水清
岸绿的景象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但在
前些年，它却让周边村民十分头疼。”原
来，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内漂浮水草垃圾
等原因，该村段的大茅河成了一条人们
要绕着走的“臭水沟”。

大茅河蝶变的每一个细节，黎玉记
得格外清楚。2019年三亚正式启动大
茅河（远洋生态村段）应急治理工程，根
据“原生态河道为主，人工景观措施为
辅”的治理理念，在完善防洪、排涝、灌溉
等功能系统的同时，既保护河道内生态
的多样性，也防止水土流失。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村民们切身体
会到生态本身就是经济。”黎玉望着慕名
而来的游客感慨万分。依托良好的水资
源优势和生态环境，大茅村发展起集田
园采摘、休闲娱乐、餐饮住宿服务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综合体，兴起的多元业态带
来更多就业岗位和商机，美了乡村也富
了村民。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2021年，
三亚将“治污水”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大力
推进，对城市排水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健
康体检”，以问题为导向系统推进城市水
环境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除了全方位、大力度开展水环境综
合整治，三亚还正视历史欠账，补齐生态
短板，把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狠抓治理，扩大
绿化面积。

9月30日，在三亚市创建海南省森
林城市省级核查验收会议上，经海南省
林业局专家组核查验收，三亚市以98.44
分的高分通过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核
查验收。

这一可喜成绩源于三亚全市上下的
不懈努力：2019年以来，该市各相关部
门整体联动，高标准加快推进森林城市
建设。目前，三亚市森林总面积为13.4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70.08%，位居全
省滨海市县首位。

从水治理到山体复绿，从污染防治
到提升森林覆盖率，三亚始终把保护生态
环境作为发展的“生命线”，把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到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各方面，
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

三亚稳步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用奋斗筑牢百姓的“幸福梦”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金秋时节，三亚崖州区崖城村的坡田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等一批“高颜值”新学校相继亮相，
三亚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容下沉；全市集团化办学实施路径不断拓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差距，百姓在家门口
“好上学”“上好学”的梦想逐渐照进现实；2021年，三亚市内河湖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地表水优良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7条城市
黑臭水体，均实现了“长治久清”的治理成效认定；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0.08%……

一个个民生亮点、一项项民生成就，共同汇聚成不断上扬的幸福曲线；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是三亚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的有力印证。
近年来，三亚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兜住民生底线，扎实推动共享共建、共同富裕，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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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 创造幸福生活

直面问题短板 织密民生保障网

铺生态之“底色” 绘发展之“绿色”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山林
博达民宿负责人黄春荣：

在家门口过上
“向往的生活”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如果说小康生活有颜色，那
么，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山林博
达民宿负责人黄春荣的眼中就是
绿色。“在绿水青山间，我和丈夫实
现了开民宿的梦想。”黄春荣说，如
今的生活，就是她和丈夫最向往的
生活。

1998年，黄春荣和丈夫就在亚
龙湾一家酒店小卖部工作，之后几
年又干过洗碗工，开过游船。再后
来，还养过猪、种过地，经营过小饭
馆。他们起早贪黑，偶尔同时打好
几份工，也没时间管孩子，可收入就
是上不去。

2017年，三亚市委、市政府决
定将博后村就地改造为“5A级”美
丽乡村，完善了“五网”基础设施。
短短一年的时间，曾经脏乱差的村
子逆袭成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远方有个村”“海纳捷”“忆乡
人”……黄春荣和丈夫看到村里的
民宿在节假日里备受游客欢迎，也
萌生了开民宿的想法。

民宿还没有开起来，夫妻俩就
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缺资金，全家
积蓄不到10万元；二是缺技术，不
会操作电脑，且没有经营理念。

“没钱，可以借；没有技术，可以
学，但这一机会不能错过！”黄春荣
和丈夫为此拿出所有积蓄，借遍了
亲朋好友，最终筹到15万元。后
来，在村委会的帮助下，申请到40
万元的小额贷款，开起了民宿。

“事实证明，我们没选错。一
晃4年多过去，我们不仅将当初借
的贷款还完了，还于今年7月底，
将民宿重新装修营业，11间民宿
客房焕然一新。相信以后的日子
也会越来越红火。”黄春荣十分坚
定地说。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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