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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
开放而兴，“而立之年”的海南
经济特区，未来将如何推进新一
轮改革开放？

“更加精准、更加配套、更
加革命；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更 为 国 际 化。” 正 在 北 京 参 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
人大代表、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刘
赐贵 3 月 6 日在海南代表团开放
日上，用两个“三更”阐述未来
海南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径”。

“30 年前，海南全省没有一
个红绿灯。”刘赐贵说，30 年前
的海南，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岛屿，
而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南是唯一‘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省份。”
刘赐贵举例说，海南有全球唯一
的环岛高铁、中国最先进的卫星
发射场和深海研究领域最权威的
研究机构；只有 900 多万人口的
海南，2017 年进出海南岛航空旅
客超过 4100 多万人次，按人口比
例，海南是航空大省。

“所有成绩成效是靠干出来，
未来海南深化改革开放也是要靠
干出来。”刘赐贵说。

对于海南未来的改革，刘赐

贵列出了“三个更加”——更加
精准、更加配套、更加革命。

——更加精准。充分认识海
南的三大独特优势——生态环境
的优势、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
优势，省域国际旅游岛的优势。
同时，要像抓脱贫攻坚一样去认
识不足，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

刘赐贵说，海南虽然有 19 个
市县，但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
把全岛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
来规划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是更加精准很重要的方面。

这其中哪些方面需要改革？
刘赐贵以行政区划为例说，要能
更加适应全省这个大城市、大景
区，更适应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最有效化。“今后人们到海南，
可能更向往乡村而不是城市，这
是海南今后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更加配套。刘赐贵以“三
大攻坚战”举例说，海南还有 5
个国定贫困县，还有 9 万左右贫
困人口，2018 年要实现脱贫。脱
贫后，脱贫政策还要持续，真正
使脱贫的贫困户能够得到巩固，
能够今后不返贫，这需要很多配
套。

他表示，在防范风险和污染
防治上，海南都必须要高度重视。
“还有许多方面的配套，才使发

“古巷老宅老味道，优美的
风景、古朴的民风，我在这里找
到了归属感。”15 日，走入海南
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南强村，
河北游客冯女士一眼惊艳，“不
仅看到风景画，更让人看到情感
风俗画卷。”

南强村坐落于万泉河畔，毗
邻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址。在博
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召开之前，
记者走进博鳌田园小镇，探访美
丽乡村。

这个有着 52 户人家、253 人
的乡村是海南的侨乡之一。走进
南强村，槟榔树错落有致，乡间
小道曲径通幽，古树花木间，一
栋栋南洋风格的青砖古宅如立画
卷之中。

2017 年，南强村被纳入博鳌
田园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全村采
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
营模式，对村庄的基础设施进行
了升级改造，传统侨乡焕发出全
新活力。

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建
起了农家乐和民宿，吃上“旅游
饭”。“民宿的建设为老侨宅带
来了新生，也吸引了更多人气。”68
岁的村民莫泽海依托古朴的村风
村貌，投入 20 余万元（人民币，
下同）把 5 间相邻的百年老宅串
联起来，打造成为集休闲、娱乐、
餐饮、住宿为一体的花园式民宿
“花梨人家”。

记者看到，老宅房前屋后的
海南花梨等名贵树木保持着自然
生长的状态，院子被设计成精致
的小花园，栽有万年青、茶树和
三角梅等。老宅中满堂的海南花
梨家具，增添古香古色的独特风
韵。莫泽海说，民宿共有 9 个房间、
22 个床位，今年春节假期天天满
客，一屋难求。

2015年，在莫泽海的发动下，
18 户村民以每股 1 万元的方式自
愿参股建起农家乐，不仅带动了

村民就业，入股的村民们到年底
还能拿到股东分红，多则每股分
红 8000 元。

朝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杏惠闲暇时都会到村里转
一转。踏在青石板巷弄中，坐在
百年古树下乘凉，漫步在青砖黛
瓦的古宅里，他总是感叹：“村
子里的老味道一点没变。”

在建设美丽乡村时，村民因
地制宜发展产业，走上一条农旅
结合的路子。

如今，南强村民以合股形式
先后成立了南强竹排漂流等乡村
旅游项目。村里还建成了“凤鸣
书吧、“凤凰客栈”等新的旅游
业态。

据博鳌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镇自启动田园小镇美丽乡
村建设以来，吸引了多家知名企
业投资参与其中，鼓励引导博鳌
地区村民成立 6 家合作社，1000
户村民出租土地或以房屋土地入
股，300 多名百姓接受公司聘请实
现就地就业。

每个乡村风情各异。与南强
村不同，侨村沙美村打“山水风
光牌”。“每年 10 月，数万只白鹭、
丹顶鹤从各地飞到村里，十分壮
观。”沙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冯锦锋说，沙美红树林湿
地公园对鱼虾塘进行退塘还林还
湿 568.5 亩，打造“密林野趣”“白
鹭齐飞”“夕阳静思”“湿地觅趣”
等景观，建设步道游线和水上游
船线，配套建设码头、眺望台、
观景平台、廊亭等休闲空间。

美丽乡村的建设让村庄面貌
发生了蜕变，焕发出新的生机。
农产品展示销售区、精品民宿、
咖啡吧、电商平台、杂粮公道店、
农家乐等产业业态已开张试营业。

冯锦锋见证了家乡的巨变，
也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让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是乡愁味
道引客来。”� 张茜翼

海南是中国知名侨乡，随着
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加快，侨乡
风貌“日日新”，给新老琼籍华
侨华人带来难解的“新乡愁”。

百年前，文昌人带着简单的
家当，为寻求谋生“新机遇”而
踏上下南洋的客船。从开荒种植、
采矿筑路，到裁缝、理发匠、木匠，
再到开设咖啡店、鸡饭店，勤劳
的文昌人在南洋闯出了一片天。
时至今日，旅居海外的文昌籍华
侨华人、港澳台同胞达 200 万人，
分布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后，大批华侨带着自己奋
斗的资本回到文昌，修路建房、
投资兴业。如今，中国新一代航
天发射场“落户”文昌龙楼镇，
为侨乡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机
遇，让龙楼镇迎来航天旅游热潮。

“侬是文昌人，侬的根在文
昌！”香港文昌社团联会会长陈

闪，每次回乡都会念起这句父亲
常说的话。2010 年，陈闪回到文
昌开始投资酒店地产项目，几年
建设经营，一家度假酒店开门迎
客，人气商机日渐兴旺。

“改革开放之后，依靠广大
的老一辈海外侨胞，琼海在引进
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方面
做得十分有成效，对琼海的快速
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琼海市
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赵立洪表示，
当下，琼海让更多新一代海外侨
胞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变化，积极
参与家乡的现代化发展。

每年都有一大批琼海籍海外
青年回到琼海寻“根”。琼海市“不
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
镇化”的发展思路吸引了青年们
的目光，他们感慨，这样的琼海，
让他们有了更多乡愁。

侨乡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

“新元素”。万宁兴隆凭借优美
的自然环境和归侨带回的异域风
情，从彼时的一处“荒僻之地”，
逐渐成为海南知名的“旅游驿站”。
如今，这个传统的旅游小镇开辟
了新的游玩项目，酷炫的冲浪、
骑行等吸引着国内外的深度游客
人。

海南发展进入快车道，在琼
投资的侨胞也在“变化”中壮大
事业。从事椰子加工产业的港商
高文龙深有体会。

2000 年，他从东南亚投资市
场转向海南，从创业初期的年营
业额近 30 万元（人民币，下同）
到如今的 6000 多万元，从 15 名
工人发展到 200 多人，“海南良
好营商环境、内地开阔的市场，
为我们提供了商机。”高文龙说，
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海南是他
的福地。� 张茜翼 王晓斌

“来大家往那边看，这是水
下探照灯，这是摄像机云台。”3
月 11 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首次
对公众开放，实习潜航员叶延英
变身“导游”为参观的民众讲解。

当天，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迎来 120 名民众。其中有 80 岁
的老人，最小的参观者则是 4 个
月大的婴儿。

“为保证参观的质量和效果，
我们采用事先预约的模式对大家
开放。”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科普专员陈小梅介绍，
开放参观的消息一出来，马上就
接到大量报名电话，“大家的热

情超出我们的想象”。
活动中首次向公众播出了“深

海勇士”号 4500 米载人潜水器于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在南海进行首
次载人深潜试验的纪录片。五年
级学生肖锦瑞举着水下摄影机对
“深海勇士”号拍个不停。“网
上看到说这个潜水器能下潜 4500
米，当时觉得没什么的，因为陆
地上 4500 米很快就到了。”亲眼
看到潜水器，听了潜航员的讲解，
小锦瑞对眼前的“大家伙”心生
敬意，“海里下潜 4500 米要超过
一个小时，在海里和陆地上真的
是不一样。”

“收获太大了！”中学物理
教师巩金秋领着 11 名学生前来参

观，“以后给学生讲压力浮力的
时候，可以配上自己拍的照片，
这样更主观对学生更有说服力。”

据介绍，“深海勇士”号是
中国继“蛟龙”号之后，第二台
深海载人潜水器，是国家 863 计
划海洋领域“十二五”重大项目“深
海潜水器技术与装备”支持研制
的深海装备，以实现国产化，降
低运行成本，提高可靠性和可维
护性为目标研制的一台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

“我们将利用‘深海勇士’
号整修期，坚持不定期面向公众
开放。”陈小梅说，希望能通过
这样的参观活动，传播海洋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王晓斌

海南洋浦港口岸小铲滩码头近日正式对外启用，可全天候满足 5 万
吨级船舶靠离，将进一步助推洋浦打造泛南海区域国际航运枢纽港口。
� 王辛莉  摄

琼海市
博 鳌 镇 南
强村古巷老
宅老味道。�
� 符海涛 摄

三亚民众参观“深海勇士”。� 王晓斌 摄

海南国际化发展不跟风 
未来改革路径：更加精准、更加配套、更加革命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举办在即

博鳌田园小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新老琼籍华侨华人参与海南现代化发展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首次对公众开放

展能够均衡、持续。”
——更加革命。刘赐贵说，

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要有自
我革命的精神、壮士断腕的气概。

他以房地产举例说，海南房
地产一直占据财政收入、固定资
产投资很重要的部分，但海南不
能无序发展。　　

“对房地产进行供给侧结构
性 改 革， 必 然 会 对 财 政 收 入、
GDP、投资有影响，这就需要自

我革命。”刘赐贵说。
在未来的开放上，刘赐贵认

为海南将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更为国际化。

——更加开放。4 月份海南将
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中
央对海南的重视，省委省政府对
海南今后的开放，应该会有一系
列的举措。

——更具活力。海南提出“建
设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

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
天堂。”美好的新海南，通过努力、
通过奋斗一定能实现。

——更为国际化。国际化不
是跟着别人走，海南要走出自己
的特色。

“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
旅游岛国际化水平。”刘赐贵说。
 尹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