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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海南，椰风婆娑，蝶
舞花香。一边是极具现代化特点
的会展厅堂和高档酒店，一边是
碧野万顷和错落有致的海南民
居——这，就是海南琼海博鳌田
园小镇奏出的美妙乐章。

去年 4 月，琼海市启动博鳌
田园小镇建设，推进特色产业小
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博鳌国家农
业公园、沙美红树林湿地公园等
一批项目快速推进，IKA 风筝冲
浪竞速世界锦标赛、“更路簿”
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博鳌国际时
尚文化周等系列文体活动举办，
使得博鳌“国际范”更足、“田
园风”更浓。

生态修复重塑小镇“筋骨”

博鳌，位于琼海市东部，是
万泉河、九曲江、龙滚河三江交
汇入海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连
续十余年在这里举办，数千名政
商大咖纵论国际大势，外交风云
激荡，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
镇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据统计，
博鳌镇每年接待超过 500 万人次
中外游客。

论坛效应带来大开发、大建
设，房地产热也曾一度让这个小
镇很“发烧”。2017 年 , 海南省
对博鳌提出突出“田园小镇”的
规划建设定位，遏制房地产过度
开发，修复生态环境，加大美丽
乡村建设力度，把最具海南特色
的田园风光和自然风貌呈现出来。

为此，琼海邀请规划设计团
队，统筹修编博鳌地区规划设计
方案，将生态修复理念融入其中
进行规划和建设，要求把博鳌地

区的每一个区块、每一个村庄、
每一条道路、每一块农田、每一
栋建筑都设计好。

“这些规划体现的是我们重
塑小镇发展‘筋骨’的决心。”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琼海各
方着力将博鳌田园小镇当成一个
大花园、大景区打造，保持乡村
自然风貌，保持田园风光，以人
为本，力争把博鳌建设成让国内
外嘉宾和游客点赞的名胜之地。

 “美丽经济”释放民生福利

琼海市在加快推动博鳌田园
小镇建设中，老百姓从社会治理、
环境保护和各种产业推进中享受
到红利。一大批乡村焕发新颜，
各具特色的产业逐渐形成，村民
通过出租房屋、就近创业就业等
方式获得了多样化收入，享受到
“美丽经济”带来的福利。

“优美的风景、古朴的民风，
给人自然的亲近感、归属感。”
初次来到博鳌镇朝烈村委会南强
村的河北游客冯女士这样感慨，
博鳌田园小镇风景如画，乡愁味
道醉人。南强村坐落于万泉河畔，
全村有 52 户人家、253 人，去年
被纳入博鳌田园小镇美丽乡村建
设，村庄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到碧桂
园等企业进驻，对村庄进行了整
体规划设计和升级改造，使之焕
发出全新的活力。

朝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杏惠说，在建设美丽乡村
时，进驻企业引导村民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探索出一条农旅
结合的新路子。例如，村民以合

股形式发展南强竹排漂流等乡村
旅 游 项 目， 村 庄 建 成“ 凤 鸣 书
吧”“凤凰客栈”等新的旅游业态，
近来游客纷至。

村边流水潺潺，村中绿树成
荫，绘上精美壁画的民房错落在
绿荫间，与蜿蜒的崭新柏油路相
映成趣。沙美村也启动田园小镇
建设，退塘还林还湿，恢复生态
和景观功能，复植红树林，形成
以红树林保护为主的湿地生态区。

为充分发挥沙美特色资源优
势，沙美村还结合自身情况发展
热带高效农业、休闲渔业、民宿、
农家餐饮、电商等农村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融合发展，让村民共享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同时与大自
然也更亲近了。

受到家乡新环境的感召，在
新加坡打拼的琼海青年梁文彬选
择返乡创业。在新加坡，梁文彬
发现，家乡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
斑兰。梁文彬回到家乡琼海考察
后，下定了返乡创业的决心。

在沙美村，梁文彬成立的公
司与当地政府各承担一半成本，
将斑兰送给贫困户种植，斑兰叶
长成后由公司收购并出口至新加
坡。梁文彬说，农民很容易学会
种植斑兰，他们致富也有了新的
选择。

内外兼修增强“国际范儿”

营造自然纯粹的田园风貌，
让各方来客感受到了浓郁亲切的
乡愁风貌，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
力的国际水准则让博鳌小镇更有
“国际范儿”的“颜值”。

据了解，依托博鳌亚洲论坛

5 月 30 日，可预防宫颈癌的
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下称
九价 HPV 疫苗）在海南博鳌超级
医院和睦家医疗中心开始注射。
来自北京的 25 岁女士史佳雨接种
了中国内地首针九价 HPV 疫苗。

享有含金量很高的九条优惠
政策，代表着中国顶级水平学科
力量的院士专家团队、创新的运
营管理模式……在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下称先行
区），这家名为博鳌超级医院的
医疗机构开业两个多月，迎来了
中国多地慕名前来就医的患者。

这家超级医院的医疗专家很
“超级”，由各领域院士或学科
带头人领衔的中国 12 个临床学科
团队入驻，他们多来自中排名前
列的临床学科。

博鳌超级医院采取“1+X”
家专科临床医学中心集群，即由
“一个共享医院（平台）+ 若干
个临床医学中心”组成。病人与
共享医院（平台）、共享医院（平
台）与临床医学中心相互依托、
相互购买服务。共享医院（平台）
由政府医疗投资平台参与，采取
混合所有制形式运行。

超级医院是先行区探路医疗
健康领域开放的缩影。先行区是
国务院 2013 年批准设立的国家唯
一国际医疗旅游产业园区，赋予
了包括加快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
注册审批、临床应用与研究的医
疗技术准入、大型医用设备的审
批、放宽境外医师的执业时间、
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适
当降低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
关税等九项优惠政策。其目标是
打造国际一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并使之成为海内外医疗交流合作
平台，为中国医疗旅游发展探路。

在博鳌超级医院执行副院长
盛国平看来，拥有这些优惠政策
的博鳌乐城，无疑是改革开放的
试验田。他介绍，一些在海外已
经使用的药品、设备和耗材，落
户到中国需要 3 至 5 年的时间。
而在先行区，在优先引进和使用
这些药品、设备和耗材，以及开
展新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患者不必为使用国外新药而
奔波海外。

4 月初，博鳌超级医院委托国
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进口的首批
10 套人工耳蜗植入系统已经顺利
申报进口抵达医院。这是博鳌超
级医院项目启动后的首批进口货
物。4 月 8 日，由博鳌超级医院医
院耳鼻喉院士团队主刀的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的 4 例病患出院，这
也是该医院出院的第一批病人。

“特许准入、先行先试”的
政策效应已经在先行区逐步显现。
首批入驻先行区的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运营一年多来，已经
有海内外2万多名客户前往疗养。

琼海市委常委、先行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何鹏飞介绍，2016
年中国就有 60 万人去海外求医问
药，先行区的建设，能为患者提
供国际先进医疗技术服务，实现
民众看病不出岛、不出国，缓解
老百姓对健康新需求和目前医疗
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
盾。何鹏飞表示，超级医院还将
创建和引进国际医学组织落户，
力争成为国际临床医学创新中心，
并搭建海内外医疗新技术、新药、
新器械的专家交流平台，使先行
区成为高端医疗、医学人才、尖
端医疗技术应用和创新集聚区，
实现健康医疗与旅游充分融合。
 文／张茜翼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老渔
民王振华今年不再远赴数百海里
外的南沙群岛，而是把出海距离
缩短到了 8 海里，这是近海观光
船的活动范围。

“ 老 渔 民 就 在 家 门 口 赚 钱
了。”王振华如今洗脚上岸，每
天驾驶“琼琼海 02003”号渔船，
载游客出海游览。

潭门是海南岛面向西、南、
中沙的主要渔港，这里的渔民前
往远海捕捞已有千年历史。记者
近日在此看到，潭门的海洋产业
正在发生着“千年之变”。

2017 年 11 月，海南在三亚、
儋州、琼海等 6 个市县先行开展
休闲渔业试点，首个休闲渔业项
目落地潭门。

在潭门休闲渔业码头，靠泊
着数艘大型木质渔船，其中部分
渔船正在进行旅游化改造。

潭门休闲渔业码头销售总监
陈分介绍，该项目是海南麦哲伦
旅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潭门当地渔

民达成的“公司 + 渔家”合作，
打造“大美潭门游、休闲到渔家”
的旅游品牌形象。该项目通过公
司向渔民租赁船只，优先招聘渔
民经统一培训后上岗，为游客提
供近海旅游服务。公司向渔民支
付每艘渔船每月 2 万元（人民币，
下同）的租金、工资和出海补贴，
另承担渔船改造、维护、保养的
费用。

这一旅游项目改变了渔民的
生活。王振华者算了笔账，过去
到南沙捕捞，平均每月收入是 50
万元左右，成本有 15 至 17 万元，
平均每个船东能分成 2 万元，一
年除去休渔期、冬季风浪和夏季
台风期，年作业时间仅有 3 至 4
个月。如今加入休闲渔业企业，
每年的渔船租金收入有 8 万元，
固定工资和补贴超过 7300 元，还
享受五险一金待遇。

渔民李邦侨说，洗脚上岸的
工作，不仅让渔民有稳定的工作，
更平衡了渔民对安定生活的渴望

和对祖辈航海的传承。
陈分介绍，参与休闲渔船的

游客每月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公司投入的船只从最开始的 4 艘
已增加到 6 艘，从每天固定 2 航
次增加到周末 4 航次。游客可选
择纯观光与海上盛宴两种游览方
式，在海上可品尝当地美食、欣
赏渔家歌曲、体验海上劳动、了
解渔港历史。

琼海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政府引导渔民成立 6 家休闲渔
业合作社，采取“公司 + 渔家”
发展模式，预计可解决 200 个至
300 个工作就业岗位。此外，该项
目将与博鳌田园小镇、美丽乡村、
海鲜餐饮等区域业态融合发展，
互相促进。

未来，潭门休闲渔业码头还
有新的计划，陈分介绍，该项目
将同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等景点积极串联，
形成当地富有特色的风情旅游。
 文／王子谦

2018 中国博鳌国际风筝冲浪节 5 月在博鳌亚洲湾举行。   骆云飞 摄

图为博鳌超级医院 。 骆云飞 摄

琼海田园小镇显国际范
一批项目快速推进 系列文体活动相继举办 

博鳌超级医院先行区探路中国医疗旅游

休闲渔业方兴未艾 海南潭门渔民“洗脚上岸”

这块金字招牌，2017 年博鳌地区
举办 500 人以上会议 68 个、同比
增长 126%，参会人数 7.3 万人、
同比增长 160%，博鳌企业家论坛、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博鳌农
业论坛、博鳌健康产业论坛、世
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等近
30 个大型会议将定期定址在博鳌
召开。

去年以来，IKA 风筝冲浪竞
速世界锦标赛、“更路簿”杯国
际帆船邀请赛、博鳌国际时尚文
化周、春之“鳌”游——许鸿飞
雕塑展等系列文化产业活动在博
鳌片区举办。

何琼妹说，琼海是海南打造
全域旅游的样板，软硬件水平都
要同步提升。特别是博鳌，在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眼光尤其
要长远，更具国际水平。

在此之前，琼海仅用一年时
间建成通航的博鳌机场，完成二
期扩建工程，目前面向中国大中
城市已开通了数十条航线，正计
划逐步开通至韩国、俄罗斯及东
南亚等地国际航线。

距离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6
公里、被誉为博鳌亚洲论坛“第
二乐章”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目前已汇集 40 多个国

际一流的医疗健康企业，将在干
细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医美
抗衰与辅助生殖等四个方面形成
产业聚集。

从高空俯瞰博鳌田园小镇，
自然纯朴的田园风光、玉带般的
万泉河、造型独特的博鳌动车站
及远处的博鳌机场尽收眼底，“田
园风”与“国际范”相得益彰。
 文／张茜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