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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发展特色产业
 谱写乡村振兴“交响曲”

“热带高效农业”“海洋渔业”两个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在正在建‘村长会客厅’，
建好后将作为村里的游客接待服务中
心使用。”谈起村里的变化，临高县
波莲镇带昆村负责人王根感慨，近年
来，在政府的支持下，该村依托特色
的农业产业、深厚的乡土文化、优美
的村落景观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走进美鳌村，家家户户发展的凤
梨庭院经济独具特色。去年 6 月，该
村充分挖掘旅游资源，引进的冷泉鱼
疗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慕名体验。同时，
村里引进建设的天地人共享农庄凤梨

基地以及澳洲淡水龙虾基地，让闲置
的土地资源“活”了起来，乡村旅游
热度进一步提升，村民在村里开起了
咖啡厅，吃上了“旅游饭”。

放眼望向如今的临高乡村，乡村
休闲广场、特色瓜果菜基地、民宿农
家乐及休闲产业集群项目布局错落有
致，田间地头农民的绿色产业朝气蓬
勃，村庄内一批公共文化休闲娱乐设
施日趋完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变
得更美更宜居。

位于波莲镇的和棉村，家家户户
的庭院种满了三角梅，每逢三角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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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际慢城建设 滨海民宿成“打卡地”

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发展现代渔业新业态

加速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建设颇具滨海特色的民宿、主打渔耕
文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走进海南
西部临高县，各具特色的乡村特色民
宿和休闲旅游新项目，成为岛内外游
客周末和节假日的好去处。

近年来，临高县致力国际慢城建
设，探索“民宿 +”旅游业态。当地
村民依托生态与人文资源，发展文旅、
农旅融合产业，一批特色乡村项目应
运而生，乡村振兴迎来发展新机遇。

作为临高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近
年来博纵村的特色滨海民宿人气颇
高。走进东英镇博纵村，渔家风情浓
郁的民宿、休闲感十足的咖啡厅、小
清新的拍照打卡地……游客在这里既
享受了远离城市喧嚣的静谧时光，还
能体验海边渔村的风土人情。

然而几年前，博纵村还只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几乎每家每户都
依靠出海捕鱼为生。

2017 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村民陈
小杰中年时决定返乡，建起村里的第
一家民宿，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村里有将近两公里的海岸线，
大海退潮时非常适合发展沉浸式的赶
海旅游。”陈小杰介绍，多年的国内
外旅游经历，让他获得启发做旅游，

看好家乡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他选
择回乡创业。

在陈小杰的带动下，如今在博纵
村约 2 公里长的海岸线沿线上，有观
潮民宿、听海民宿、望海民宿等 13 家
民宿。当地村民还开起小餐馆、咖啡
厅，发展海钓、赶海等体验式休闲渔
业旅游项目，吃上了“旅游饭”。今
年“十一”期间，村里的 112 间民宿
客房全部住满。

在头洋下村，入住特色珊瑚民宿、
打卡霍比特人小屋、品尝新鲜土窑美
食，成为当地旅游招牌。头洋下村原
本是贫穷偏远小乡村，2018 年，青年
陈万波返乡后，依托该村渔耕结合的
传统特色，创建“头洋·海堂”渔耕
文化乡村旅游点，吸引大批游客到访。

“头洋下村地处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临高段中心位置，未来发展潜力巨
大。”陈万波介绍，目前头洋·海堂
规划主要由海堂小院珊瑚民宿区、龙
潭神雨农耕文化区、冷泉稻田休闲文
化区、垂钓赶海鱼乐区、星空露营及
房车基地、网红打卡点五大板块组成。
下一步，他将号召更多村民加入合作
社，发展林下户外拓展项目，吸引更
多游客的到来。

与其他滨海乡村不同，具有良好
农耕产业基础的黎安村，着力发展耕
读文化乡村休闲旅游。走进黎安村，
成片绿油油的水稻田、甘蔗地、花生
地显得生机勃勃。游客置身其中，可
以近距离地与大自然亲密互动，还能
体验水田除草犁地插秧、土窑烤番薯、
柴火做饭等农事乐趣。

黎安村的变化离不开青年陈江豪
的努力。去年，陈江豪放弃在外地的
事业返乡创业，在村里成立黎安村经
济发展专业合作社。盘活村庄闲置的
宅基地，发展特色耕地稻田文化，建
起了耕读山房自然劳动教育基地。自
7 月初开业至今，知名度渐响。

随着村里的游客渐多，村民发展
产业致富的劲头更足了。村民陈学伟
主动与人合作，利用水稻田做成捉泥
鳅的泥潭，依托基地带来的客流，获
得稳定收入。还有村民打算扩大农产
品种植规模，供游客采摘购买。

“现在刚起步，目前一期的耕读
体验基地基本完成。二期相关的配套
服务设施正在规划。”陈江豪说，接
下来要建农家乐餐饮、乡村耕读民宿
等项目，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 （文 / 符宇群）

“随着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我
在村里开了一家海景餐厅，带着游客
赶海捕蟹、出海海钓发展休闲渔业。”
近两年来，东英镇博纵村发展的特色
滨海民宿人气十足，因看好家乡发展
的潜力，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多年的
王开省去年选择回乡创业，餐厅生意
火的时候一天可收入 3 万元（人民币，
下同）。

临高是海南渔业大县，渔港众多
且规模较大，全县拥有海洋捕捞渔
船 5436 艘，海上劳力 4.5 万多人，其
中从事海洋捕捞有 3.8 万多人。2020
年，临高渔业总产量达 42.99 万吨，
渔业产值 126.4 亿元，渔业总产量连
续二十二年位居海南全省首位。

当前，临高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加快推进传统海洋渔业向现代渔业转
型升级，努力构建海洋捕捞、深海养
殖、渔业加工、渔业休闲等现代渔业
新业态，引导鼓励渔民往“深海走、
往岸上走、往休闲渔业”走，促进海
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增强产业发
展新动能。

发展深水网箱养殖是临高推动海
洋渔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毗
邻临高新盈港的后水湾，是该县主要
的深海网箱养殖区。依靠得天独厚的
养殖条件和优势，临高海丰养殖发展

有限公司在新盈镇头咀村海域养殖了
400 多口的深水网箱。

该公司后勤部经理符亚五介绍，
公司成立近二十年来，由最初的 12 口
深水网箱发展到现在的 400 多口，捕
捞设备不断升级换代，鱼类产量、产
值成倍快速增长，目前年产量达 1000
多万斤，产品远销欧美市场。

在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方面，临高
大力发展工厂化、智能化水产养殖，
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位于博厚
镇马袅居委会的海南临高宝路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是集罗非鱼选育及制种、
繁殖、鱼苗培育和销售为一体的全球
最大罗非鱼生产企业。

“公司年产罗非鱼鱼苗超过 10 亿
尾，年产值超 1.5 亿元。”该公司总
经理杨忠说，下一步，公司计划在临
高集聚发展“产学研游”上下游产业
链，推动发展临高宝路水产种业产业
园，促进渔业增效、渔农增收。

头洋湾海洋牧场人工鱼礁创建项
目是临高推进的重点项目之一。近年
来，临高通过谋划建设发展海洋牧场，
科学投放人工鱼礁，保护和修复渔业
水域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冀进
一步带动渔业增殖、生态修复、观光
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 （文 / 琼宇）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临高经济工作重点突出“热
带高效农业”“海洋渔业”两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该县计
划安排产业发展资金 2.4 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产业发展
行动”，积极培育乡村振兴新产业，拓展新业态，认真谋划
博纵观海民宿、和新头洋学堂等一批农旅、文旅产业项目，
积极完善带贫企业带贫减贫的机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带
动贫困人口增收。此外，继续推行“合作社 +”模式，大力
实施“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开绽放时，村庄宛如一个大花园。和
棉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麦立群
介绍，和棉村是临高县“十二五”建
档立卡贫困村，2020 年，该村整合村
民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资源，成立临高
县和棉热带作物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与海南雅新园艺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合
作，种植 25 亩三角梅，带动了 68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昔日的“贫困
村”正逐渐逆转成为脱贫致富的美丽
乡村。

同样以“合作社 +”的模式带动
村民发展产业的还有多文镇美巢村。
此时正是美巢红芋上市时节，在该村
的 150 亩红芋头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内，经常可以见到村民在地里抢抓时
机采摘芋头。

多年来，美巢村产业发展不足，
集体经济薄弱。过去，美巢村部分村
民各自小规模种植红芋头，种植较
分散。今年 7 月，临高美诺丰芋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通过
“村委会 + 合作社 + 农户”的运营

模式，合作社从生产到销售，进行
统一经营、管理，打造“一村一品”
红芋头产业。合作社成立后不久，
逐渐有农户主动加入到种植红芋头
的行列。

近年来，为推动产业发展，临高
依托本地龙头企业，推进产业扶贫基
地建设，促进成立合作社带动村民发
展产业，大力发展凤梨、释迦、火龙
果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在巩固 49 个
全县规模产业扶贫基地基础上，2020
年以来，临高积极探索“合作社 +”
产业扶贫新模式，在皇桐镇等 10 个镇
实施 18 个“合作社＋”产业扶贫项目，
以合作社为主体，融合贫困户、村集
体、龙头企业、金融和生产基地于一
体，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持续巩固脱
贫成效。� （文 / 琼宇）

临高头洋·海堂特色珊瑚民宿。� 骆云飞摄

位于临高县金牌港装配式建筑产
业园区内，康庄住工科技（海南）
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已见雏
形，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施工，为下月
底基地正式投产进行模板安装、钢筋
绑扎等准备工作。

“投产后将取代现场湿作业施工
模式，建造周期更短、污染更小、效
率更高。”康庄住工科技（海南）有
限公司生产总监李义振说，与传统建
筑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方式不
仅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同时还可避免
现场粉尘、泥浆等污染，生产用水和
模板做到循环利用，减少大量的现场施
工劳动力，实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临高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
聚力将金牌港园区打造成集研发、设
计、制造、展示、培训、交易于一体
的新型建筑产业集聚核心区。今年以
来，临高立足新发展格局，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大力引进一批新型建筑龙
头企业和重大骨干项目，加快形成以
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
全产业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中铁建设集团海南临高装配式

建筑产业园内，施工人员在为产业园
做室内装修。中铁建设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钰介绍，目前该
公司产业园的主营业务为装配式 PC
构件，下一步将重点研发并生产装配
式全产业链产品，包括叠合板、楼梯、
剪力墙、隔墙、阳台等，推动新型建
筑产业集聚区建设，立足海南，面向
粤港澳大湾区，辐射东南亚。

今年以来，临高装配式建筑产业
园区建设按下“加速键”。临高计划
投资 8 亿元（人民币），启动金牌港
园区“五网”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中
心等项目建设，谋划配套商业综合体、
人才租赁公寓楼、港口码头基础设施
等项目。

据悉，临高金牌港装配式产业园
区今年已签约了海南东南装配式绿色
建筑产业基地项目、中建研热带新型
建筑产业化基地项目等多个项目，现
该县正积极推进洽谈一批储备项目，
包括中交、中铁、华润、中粮、北京
建工、北京华银科技等一批符合园区
产业定位且投资意愿强烈的项目等。
� （文 / 符宇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