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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山青、海蓝、地方文化特色浓郁

海南陵水力推美丽乡村建设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海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美丽乡村建设。2016 年初，“美丽海南
百千工程”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十三五”时期海南
将重点打造 100 个特色产业小镇，建设 1000 个“宜业宜居
宜游”的美丽乡村。

如今，在全省上下大力推动
下，海南已初步建成 200 多个美丽
乡村，一大批旅游名村以崭新面貌
出现在人们面前，“山水美、城乡美、
人文美”、“发展好、生活好、风
气好”、“新观念、新动能、新作为”
的美好新海南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在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黎族
聚居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同样
在抢抓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
遇。该县自然条件良好，青山、海
岛、美丽海岸线等旅游资源丰富，
地方文化特色浓郁，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工作，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具有良好前景。陵水县
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按照陵水县
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要求，陵水
县美丽办会同各部门、各乡镇政府
积极协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据 了 解， 陵 水 县 2016 年 至
2019 年计划建设美丽乡村 37 个，
其中 2016 年 -2017 年计划建设 20
个。目前已基本建成并经海南省住
建厅组织考核评比通过 7 个，文罗
镇坡村被评为“海南省五星级美丽
乡村”，光坡镇米埇村、群英乡芬
坡村、本号镇大里小妹和什坡村、
三才镇港演村等被评为“海南省三
星级美丽乡村”，英州镇赤岭村被
评为“海南省一星级美丽乡村”。

目前尚有 13 个村庄未通过考
核评比，其中正在施工建设进度较
快的有椰林镇桃万村、光坡镇武山

村、提蒙乡曾山村和本号镇亚欠村，
椰林镇坡留村、光坡镇坡尾村、新
村镇盐尽村、文罗镇五星村、隆广
镇广新村和石关村、三才镇牛堆村、
英州镇岗山村、提蒙乡提蒙村等 9
个村庄前期已完成部分道路、绿化、
路灯等项目建设，整体项目尚未正
式进入开工建设，处在初步设计及
概算编制前期工作阶段。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
为提前谋划做好 2018 年美丽乡村
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陵水县美丽
办于今年 11 月组织发改、农委、
国土、财政、旅游等部门及各乡镇
分管领导，会同 20 余家企业代表
召开鼓励企业参与投资美丽乡村建
设座谈会，共同探讨研究投资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

目前，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正与陵水县签订英州镇岗
山村美丽乡村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
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等 3 家
企业均有投资意向，计划参与陵水
英州镇田仔村和廖次村、光坡镇坡
尾村等的美丽乡村建设。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
说，下一步，陵水县将组建美丽乡
村建设专家咨询制度，提高科学决
策能力，有效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过
程存在问题；加强领导干部及群众
的培训工作，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主

本月初，由海南省商务厅、陵
水县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的 2017 中国（海南）美丽乡
村发展大会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
开幕。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肖莺子在致开幕辞时表示，海南省
委七届三次全会提出，要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美丽
海南百镇千村”，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在中央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正迎
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山水秀
美的农业大省海南，更加大有可为，
更加要抢抓机遇，更加要乘势而
上。”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海南美丽
乡村建设，海南省政府先后制定了
《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2016-2020）》、《 海 南 省 美
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
2019 年）》、《海南省美丽乡村建
设标准》等，把美丽乡村分为产业
特色型、滨海渔家型、乡村旅游型、

生态保护型、文化传承型、环境整
治型、城郊集约型、农村社区型等
八个类型来建设。截至目前，全省
共完成 2420 个行政村和 15926 个
自然村规划编制任务，村庄规划覆
盖率达到 96%，到 2020 年，海南
省要建成不少于 1000 个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示范点。今年
11 月 22 日，海南第二批美丽乡村
示范村名单公布，海口施茶村、三
亚北山村等 171 个建制村被命名为
“海南省美丽乡村”。

当天大会发布了《中国（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宣言》，并
宣布中国美丽乡村发展联盟启动。
宣言提出，要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为总战略，开启美丽乡村建设新征
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总引领，推
动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体
制机制创新为总动力，开创美丽乡
村建设新格局；以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为重要抓手，打造美丽乡村发展
共建共赢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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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米埇村委会开始种
植圣女果以后，带动了周边村民种
植，如今连大艾园村都种有七八百
亩圣女果。人均收入近万元。”陵
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米埇村委会委
员朱奕军告诉记者。

朱奕军所在的米埇村委会大艾
园村，是陵水的革命老区之一，也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制糖基地。近几
年来，依托红色文化与民俗民族文
化资源相融合，因地制宜发展圣女
果产业，加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优美的环境，大艾园村正在
发展的乡村游吸引了众多游客光
顾。

走在大艾园村，新铺设的柏油
路环绕了整个村庄，在村子的边缘，
便是圣女果种植园。

村民郑云丽 2010 年嫁到大艾
园村时，村道是泥土路，一下雨
就下不去脚。从 2013 年陵水县、
光坡镇开始对大艾园村进行整体规
划，投资打造美丽乡村以后，大艾
园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变。郑云丽说：
“建设美丽乡村环境大有改观，一
出门便鸟语花香，村子变成了一个
小公园。”

她的丈夫马金能看村民们种植
圣女果慢慢都致富，于是便做起了
中间商，帮助大家引来外地客商收
购圣女果，收入也增加许多。许多
村民都盖起了楼房。据了解，随着
农村淘宝等平台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在外打工的大艾园人，回到村
里搭建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

朱奕军介绍，大艾园村将舞台
翻新，不时引入琼剧团、电影放映

队到村里表演、放电影，丰富村民
们的文化生活。

柏油路铺好以后，也方便了骑
行的游客们穿梭村道。为了给游客
制作伴手礼，大艾园村村民们动起
脑筋来。他们在村文化大舞台旁架
起小摊铺，售卖琳琅满目的特色手
工艺品和农副产品。而村里的民宿、
农家乐正在规划当中。

据陵水旅游委介绍，该县计划
到 2020 年，努力使全县年接待游
客总量突破 892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达 15.7 亿元，旅游人均消费超过
220 元，过夜游客总人数超过 180
万人次。3A 级以上旅游景区达到 9
家，高端精品酒店达到 16 家，“椰
级”农家乐达到 6 家；创建省级以
上休闲农业旅游示范点 3 个，特色
产业小镇 6 个，美丽乡村 36 个。

而升级旅游产品体系也是陵水
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任
务之一。该县将重点打造休闲度假、

人文体验、自然观光等三大品牌产
品。其中包括挖掘打造文化体验旅
游产品，发展民俗与乡村文化旅游；
结合“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大力
发展大艾园村等乡村游产品等。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陵水要抢抓海南成为中国首个全域
旅游创建省的发展机遇，加快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将特
色产业小镇做优做精。同时，要整
合规划全县旅游资源，以旅游业为
龙头，带动“旅游 +”相关产业发展，
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孤立，不
能仅有风光秀丽，更要发展和做大
村庄特色的支撑产业，通过政府扶
持打造本地特色产业、引导群众自
主创业和提升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等，激发村庄和村民的活力，打造
充满生气的美丽乡村。”陵水县委
主要负责人说。
� 洪坚鹏 / 文

12 月 10 日结束的 2017 中华龙
舟大赛总决赛精彩而激烈，陵水河
两岸的市民和游客大呼过瘾，全国
各地的观众也通过电视一睹了中华
龙舟大赛的激情澎湃。

陵水这颗海南岛东海岸的璀璨
“珍珠”，正在推动“文体 + 旅游”
的全新模式，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打造“体育之城”。

近年来，陵水通过承办国家级
乃至国际级体育赛事，不断积累办
赛经验，打造自身体育品牌，扩大
陵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陈春梅介绍，陵水相继成功举办
了中华龙舟大赛、中国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全国广场舞总决赛等一系
列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体育
之城”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通过
举办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体育赛
事，在积累办赛经验的同时，也将
进一步打造城市品牌，扩大美誉度。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作为国家
羽毛球队、国家艺术体操队的训练
基地这一优势，陵水积极做好协调、
服务工作，以“训”提高知名度。

“从举办小型比赛到大型比
赛，从国家级比赛到国际级比赛，
陵水从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入
手，提高承办赛事的能力，打造陵

水特色文化体育品牌。”陵水县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陈世洪说。
2017 年，因成功举办中国（陵水）
羽毛球挑战赛，陵水获国家羽毛球
联合会授予“赛事荣誉奖”。

据悉，陵水黎族自治县还将积
极引进大型文化体育综合类项目，
从而带动产业化发展，借助赛事宣
传陵水特色旅游资源。

“文体 + 旅游”这一新模式正
在成为陵水旅游业发展的新利器。
此外，陵水还借助圣女果骑行采摘
季活动，推出“休闲骑行 + 旅游”；
利用红角岭木棉花步行栈道和大里
瀑布栈道，发展“徒步登山 + 旅

游”……
2017 年 6 月，经中国国家体育

总局和海南省政府协商，拟将陵水
确定为“羽毛球特色产业小镇”，
将把体育文化充分融入“百镇千村”
建设中。据统计，截至今年 8 月下
旬，2017 年陵水体育接待人数已
达到 13.26 万人次，体育旅游收入
6783 万元。“未来，我们将继续推
动体育运动与旅游的融合，为体育
产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也为旅游
产业提供持续利用的资源和动力。” 
陈春梅说，“陵水‘文体 + 旅游’
之船已经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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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坡村里的民宿。� 洪坚鹏 / 摄

▲游客在大艾园村游览。� 刘孙谋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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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坡村八音乐队的老人练习乐器。� 洪坚鹏 / 摄

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宣言发布

“农业 + 旅游”让陵水农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陵水启动“文体 + 旅游”模式  打造“体育之城”

要经验、做法，以及后期运营管理
等方面作重点培训，切实提高领导
干部工作力度及群众的参与度；并

鼓励社会企业参与投资，加大招商
力度，重点探索研究企业参与美丽
乡村建设机制、政策及建设管理模

式，切实通过企业参与真正带动美
丽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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