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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顶层设计，开展重点攻坚，推进农旅融合——

三亚：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

走进三亚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正在发
生变化。垃圾少了，农村厕所提档升级，山
更绿水更清……三亚强化规划引领，统筹
资源要素，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串联联动
方能彰显最大价值。三亚“大手笔”谋
划超级绿道建设项目，以乡村旅游资源
路和滨海旅游公路为基础，计划构建约
600公里的三亚超级绿道，串联51个行
政村，打造以自然资源及文化要素为本
底，以休憩体验为核心的生态慢行系

统；统筹开展“八景”生态修复和景观改
造，吉阳区亚龙溪流域、崖州区大隆水
库周边、宁远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崖
州湾海岸带生态修复等多个项目着力
提级乡村承担的重要生态功能，推动农
村人居条件和生态环境同步建设。

吉阳区荣获 2020 年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先进县、梅西村 2020 年获得

“全国文明村镇”和2022年获评第三
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
例”……“我们着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持续开展最美人居环境整治
村、最美人居环境示范户、‘醉’美乡村
路等活动；结合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等重点工作，推进乡村民居
立面改造、公共区域亮化彩化等，不断
完善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水平。”黄兴武说。

青山绿水寄乡愁，宜居宜游促发
展。乡村，不仅是百姓宜居的幸福家
园，也正成为三亚跨越式发展的强大
引擎。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梅联社区里，绿意盎然的田
野与迎风舞动的风车交相呼应，
村宅墙面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海
洋图画，美丽乡村越来越有韵味；
博后村内，玫瑰产业美了乡村富
了乡亲，村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六盘村中，民宿数量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的村民打上“旅游工”……

守住生态底线、抓牢科学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三
亚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
“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农民参与”的思路，强化顶层
设计，开展重点攻坚，持续完善村
庄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农旅融合，
把可看、可吃、可玩、可研学的农
业资源、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
划、整合，乡村产业发展风生水
起，生态文旅“点石成金”，民生保
障持续改善，着力探索一条美丽
乡村、美丽经济、美丽生活“三美
融合”的发展之路。

11月初，三亚印发《关于加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用海要素保障 促进
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后，随即引发热议。

“《措施》打破了以往农村产业发展
政策碎片化、割裂化的情形，以前的文
件要么只关注农村第一产业，要么只关
注第二或第三产业，难以适应现代农村
产业复合型发展的需求，《措施》为统筹
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性发展给出
了答案，这下我们干劲更足了。”海南省
家国芹怀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从银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企业位于崖州
湾科技城，主营业务包括农作物种子生
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等。

酝酿多时、四部门联动，《措施》以
资源要素保障为出发点，把制度集成创
新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明确用地和用海
要素保障范围、强化用地和用海等各项
资源要素供给、配套“项目用地准入负

面清单”及“重点项目库”两项准入监管
制度、“鼓励土地复合利用”“探索农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系列创新举措，
为三亚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美丽乡村该怎么建、乡村振兴该怎
么抓？三亚统筹部署、高位推动，谋划
部署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
市委主要领导担任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紧紧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美丽
乡村高质量建设、农民高质量就业增
收”的战略目标，三亚谋划了以“一环、
五区、八景、十一村”为框架的三年行动
重点项目，密集出台《关于以共享农庄
为抓手支持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的八
条措施》《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指导意见（试行）》《三亚市农村
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管理办法（试
行）》《三亚市委常委“一对一”联系美
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
以有力措施和完善机制保障美丽乡村

建设走深走实。
“我们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六

个一’机制，累计投入7000余万元支持
示范村建设，并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
动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乡村。”三亚市副
市长黄兴武透露，“六个一”机制主要是

“一对一联系”，由11个市委常委分别
联系11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一村
一村长”，由各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

“村长”，落实“村长”责任制，“村长”沉
入一线坐镇指挥；“一周一例会”，市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每周听取美丽乡村
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工作进程
的“难点、堵点”；“一月一考核”，根据美
丽乡村建设进展情况进行每月进度排
名；“一个专班”，抽调人员组建专班，上
传下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一个专家
团队”，引入国内顶尖农旅产业策划团
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智
力和技术支持。

11月27日，三亚11个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在该市梅联社区召开的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会上“大比武”，各自谈
建设情况、聊发展思路，比学赶超氛围
浓厚。

三亚深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不
能“撒胡椒面”，必须有的放矢。三亚通
过“点”上求突破，做强美丽乡村示范
村；“线”上抓联动，产业联营激发活力。

“三亚美丽乡村建设以点连线成
面，以‘山海共富’发展思路，结合‘一轴
三带七组团’规划，差异化布局乡村产
业，坚持个性化塑造，打造升昌‘芒果第
一村’、水蛟空港服务村、六盘美食演艺
村、那受—龙密山海共富村，做强白超

种子研学村、梅联赶海渔趣村，促进村
庄可持续发展，绽放美丽乡村新魅力。”
黄兴武表示。

梅联社区坐落在三亚崖州区角头
湾畔。“企业进村、文化赋能，村庄面貌
大改观，游客纷至沓来。”见证村庄变化
的居民陈垂竹，新开了小卖店，吃上了

“旅游饭”。
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得更美好。今年以
来，三亚推进美丽乡村招商引资工作，
举办2次现场招商推介会，择优选择了
一批有情怀、有能力、有实力的企业进
驻村庄，目前11个示范村均已有进驻
或有意向参与企业，谋划26个农业产

业项目。
在此基础上，该市积极支持村企共

谋发展，着力实现“村美、村强、民富”，
一系列生动实践在三亚乡村展开。天
涯区抱前村采取村集体公司与区国资
企业联合控股共同成立乡村振兴平台
公司，共同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实现社
会资本与集体资本联合持股，探索出政
府-企业-村民共建共享共富新方式；
以垦地融合为切入点，崖州区依托世界
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建设，围绕南繁产
业，在白超队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
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以

“田园特色风情小镇”建设为抓手，走出
具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之路……

加强顶层设计 规划乡村振兴路线图

加强重点攻坚 点上突破引领示范

加强环境整治 建设宜居宜业家园

三亚实现省级以上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市天涯区、崖
州区等5家单位被评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目
前，三亚已实现了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区全覆盖。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三亚紧紧围绕建设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全域旅游示范省的建设
要求，开展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吉阳区
已于2019年成功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海棠
区于2021年创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天涯区、
崖州区于今年创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亚
将继续通过盘活全域优质资源，发挥吉阳区、海棠
区、天涯区、崖州区等创建主体核心特色，赋能全
域旅游空间、提升全域休闲氛围、延展全域时空维
度，系统构筑三亚全域旅游新格局，助力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

三亚开展
系列文化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从景区到乡村、从校园
到社区……近段时间以来，三亚各文化单位、团体
精心策划，推出一台台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我们在演出现场穿插了知识有奖抢答环节，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群众，入脑入心。”三亚市
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在充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情况下，该局深入各村（居、社区）相
继开展了60余场次文化下乡惠民演出活动，惠及
观众万余人，以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把党的“好
声音”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三亚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局
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三亚
各类文化艺术资源优势，不断提高演出节目的水
平和质量，持续深入三亚各行政村（居、社区）开展
丰富多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惠民演出，将丰
富的精神食粮送到千家万户，让文化发展成果更
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组织师生开展
海上教学实训活动

课堂搬上科考船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把课堂搬到科考船上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推动涉海专业人才培
养，发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小学院、大共享”优
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近日在南山港码头
启动“南海探测——海上教学实训活动”，武汉理
工大学海南研究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南海研究院、
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等80名涉海专业领域师生
登上“北调996”科考船，开展为期5天的海上教
学实训活动，此举旨在提高涉海专业研究生对海
洋的认识水平，提升其海洋观测能力，推动“学研
产”深度融合。

五天四夜，同学们通过实训了解并初步掌握
先进海洋科考船的基本设施、先进仪器、航次计
划、作业流程、团队配合、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原
理和使用规范，有效提高对海洋观测的认知水平
和实践能力。

三亚天涯区扎文桥建成

山区村民告别涉水过河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记者李梦楠）“今后

再也不用光脚过河了，感谢政府部门为我们百姓
着想。”11月30日，三亚天涯区扎文村村民董速
兵骑着摩托车经过扎文桥激动地说。

扎文村位于三亚偏远山区，邻近宁远河支流。
过去，村民要进行耕作常常需要蹚水过河，不仅日
常通行受限，农产品的运输也很不方便。在河流上
修建一座桥梁，方便出行成为村民急切的心愿。

为解决问题，天涯区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实地
查看和研究评估，确定建桥方案。今年7月，扎文
桥正式开工建设。经过近5个月的施工，11月28
日，扎文桥实现功能性通车。

天涯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太乐介绍，扎文桥
长50米，道路长132米，路面宽3.5米，路面结构
为水泥路面+碎石层。“扎文桥项目是天涯区‘揭
榜挂帅’项目之一，因为疫情工期受到影响。复工
复产后，我们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全力追赶工期，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让扎
文桥尽快实现通车。”陈太乐表示，扎文桥通车能
进一步方便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和农产品运输，
同时能提高辖区林地的巡查效率，保障生态安全。

三亚评选三项
“十大”文旅品牌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记者李艳玫）11月30
日，三亚市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系列评选活动
落下帷幕。经过申报期、话题预热、互动投票及专
家评审等环节，评选出了三项“十大”文旅品牌。

据悉，该系列评选活动自5月启动以来，受到
三亚文旅行业广泛关注，参评踊跃。主办方共设
置三个评选单元，分别是“2022年三亚市十大文
旅消费标杆地”“2022年三亚市十大夜间经济地
标”“2022年三亚市十大城市旅游特色街区”。

其中，三亚海旅免税城获得“十大文旅消费标
杆地”，“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秉持‘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的理念，开展多元化商品组合、主题丰
富的活动，形成前沿、活力、时尚的文化旅游新风
尚。三亚海旅免税城外立面还将打造沉浸式灯光
秀，为三亚发展夜游新业态、点亮夜间经济增添一
道新的风景线。”三亚海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近日，“探
索二号”科考船携深海浮游式移动作
业平台（ROV）和中继器赴南海开展
TS2-19航次。该平台完成了1500
米、2500米和4500米由浅到深3个
级别的海上试验，最大工作深度达到
4308米。平台在海试过程中工作正
常，各项指标达到设计目标，顺利完
成海试验证，结果表明该系统具备初
步的作业能力，可以承担深海科考、
工程作业等任务。

本次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海
南狮子鱼深海技术有限公司和哈尔

滨工程大学共4家单位参与实施，主
要任务是开展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A类专项“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
海底原位科学实验站”所研制的系列
装备的海试任务，参试装备包括浮游
式移动作业平台（ROV）、中继器、深
海生物基因测序仪等。

此次试验采用的中继器最大工
作水深为6000米，可提供电力、通信
等多种通用接口，能搭载或者挂载多
种类型的装备、仪器、模块开展深海
作业，如电视抓斗、科学类仪器等。
该装备曾经搭载电视抓斗在应急救
援航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验证
了其各方面性能。

在本航次中，“探索二号”船通过
光电复合铠装缆连接至中继器，再通
过非金属轻质光电复合脐带缆连接
至ROV。中继器与ROV组成柔性
连接的分体式系统，该系统进行了
4500米级海上试验应用，有效验证
了“中继器-ROV”的分体式布放-回
收方案及测试流程，以及ROV各分
系统及模块的设计性能指标，并充分
测试了ROV在4500米级大工作深
度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如定高、定深、
定向、定速、样品抓取收集等。

分体式系统与基于“探索二号”
船的，具备供配电、甲板操作控制、视
频监控等功能的水面控制单元组成

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整个系统可
作为“探索二号”船的常用科考作业
工具，能配合“探索二号”船完成更多
深海科考任务，全面提升“探索二号”
船的作业能力。

本航次还进行了深海原位生物
基因测序仪的1800米功能性海上试
验，此设备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制，并由深海
所完成其水下化封装。该设备搭载
中继器下放至1800米深度，并成功
进行了自带生物样品的测序和分析，
为下一步与其它高性能生物类仪器
联合开展深海原位环境下的生物探
测及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了解，深海浮游式移动作业
平台是深海所独立研发的首台
ROV。该装备以“探索二号”船为作
业母船、以科学考察、工程应用、应
急救援为主要作业任务，可提供液
压、电力、通信、监控及控制等多种
通用接口，方便搭载各种作业工具
及模块开展深海海底科学考察和工
程作业，其设计水深为6000米。该
装备大量采用自研部件，如多功能
阀箱、模拟摄像头、网络摄像头、SDI
摄像头、4K高清相机、水下LED灯、
云台等。其他主要部件都采用国产
解决方案，如推进器、水密接插件、
浮力材、油泵等。

4308米！“探索二号”携深海浮游式作业平台完成海试

三 亚
制定了美丽乡

村建设的“六个一”
机 制 ，累 计 投 入
7000 余万元支持

示范村建设

制图/陈海冰

在三亚大茅远洋生态村，
孩子体验涂鸦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候鸟”老人在三亚梅联
社区民宿内喝茶聊天。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在三亚梅联社区，渔民晾晒渔获。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六个一”机制

一对一联系

由11个市委常委分
别联系11个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

一村一“村长”

由各区党政主要负
责人担任“村长”，落实
“村长”责任制，“村长”沉
入一线坐镇指挥

一周一例会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每周听取美丽乡村
建设进展情况汇报

一月一考核

根据美丽乡村建设
进展情况进行每月进度
排名

一个专班

抽调人员组建专
班，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一个专家团队

引入国内顶尖农旅
产业策划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