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被拆迁户提交《安
置方式变更申请书》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31
日）已至。根据《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被拆迁户原选择货币
补偿安置变更为就地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吉阳府〔2018〕90 号）有关规定，在市住建局

（市棚改办、市房地产交易服务中心）的配合下，
区政府已完成报名人员资格审查工作，现自即
日起对核查情况（名单附后）进行公示，公示期
限 5 天。

公示期内，如报名人员对方案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签字并加盖手印）反馈至三亚市吉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址：三亚市兆龙北路岭
仔 小 组 99 号）。 联 系 人 ：王 娟 ；联 系 电 话 ：
0898-88713352。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201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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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货币补偿变更为就地安置资格人员名单
林宝 麦宜波 陈振豪 黄爱荣 曾其文 陈兴汝 羊有招 李宗进

李宗婴 黎萍 李庭雨 林逗 麦宜清 黎德瑶 林朱甫 林梦健

林梦生 林书娜 林梦雄 李宗香 林孟肖 林梦坤 陈娜 林梦江

林书平 陈球月 羊有銮 羊金花 林攀 郭泽富 吴开云 符茂英

董洪秀 林书玛 林梦新 林孟渊 李清魁 林梦武 吴亚霞 林梦金

羊其春 林梦忠 李宗宝 陈兴怀 马应雪 陈文纲 李桂光 林芳珍

胡州 刘萍 林芳章 高少花 林清辉 邢维雄 邢信 吉亚川

高公元 黎亚新 蒲劝 林儒敏 高玉花 董亚德 董亚彪 高亚銮

高海亮 林伟 林强 刘忠勇 黎德瑶 林孟能 林珠育 林亚婷

王波 黄兴美 王燕 蒲兵 蒲飞 蓝卡 蓝葶 吴海勇

吴秋妹 高石生 林金仁 吉玉娇 李燕 董少龙 符金洪 罗小妹

林少草 蒲洞标 羊吉梅 吕学美 吴强 苏玉兰 吕玲 林上英

李佳 李幸 罗明康 高庭 李亚冲 董亚阮 麦宜虹 方保群

王后妹 李庭云 罗焕发 吴灼燕 吴水泉 李海庆 邢维英 胡杰

胡月花 吴奉香 符亚七 林亚毫 符亚带 符金良 王士金 苏朝利

林石胜 罗明庆 胡木利 林家东 李石明 纪学花 林少东 吴相

吴奉连 林玲 吴景 陈东鉴 林少章 吕坤 吕勤 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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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司 林亚理 苏朝将 吕学花 李关风 蒲亚纳 李清雄 高秀元

李大贵 林家儒 高亚快 罗婷 罗其强 罗景 吴武 吴开斌

吴开婴 吴秋弟 吴秋凤 吉亚富 胡岛 李公英 黎亚亿 陈东云

高海平 吴轻 谭亚贵 林上珍 林剑帅 谭真庆 吉丽 纪学猛

吉用 李云飞 蒲公球 高文照 孙世弟 李亚流 方宝卫 林海康

何晓 王亚营 何日荣 吴家万 吴土顺 吴智颖 李亚路 林荣光

邓新妹 高秋扬 李亚凤 李进荣 符关文 林有伟 吴智刚 高清光

吴开豪 林平 蒲玉花 李少壮 董少荣 李朝斌 符金泉 符少净

倪志伟 高清汉 李文新 谭亚菊 黎亚明 蔡思洁 蒲亚发 黄庆光

高文真 符金勇 罗亚别 符金发 刘华 林洪梅 李宗波 林月春

符亚宝 李明 李中 高永宁 李少府 吕斌 王春花 李彩莉

符关才 李学明 李群 符金育 林亚科 李惠宁 余钟雪 李大明

胡宝 李开雄 陈文婵 林珠良 陈太杰 李宗武 罗明文 李俊成

李亚细 李小龙 陈文壮 浦炳 李京望 吕函择 李文多 李亚王

罗成院 冯国伟 李小忠 李明忠 浦开标 符关良 李大帅 蒲亮

黎盛祝 李开富 林开明 李亚康 胡标 黎亚丛 黎亚福 邢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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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仁 林清 蔡水英 陈文荣 陈运聪 吴天娇 吴运连

林娇 谭真庆 蒲康 高亚天 林照妹 符金华 符琳琳 高秀龙

谭进爱 谭进岗 高凤美 谭小钰 陈东雪 吉连 林鸿琪 陈双任

董亚次 林珠 李朝莉 罗玉英 董进花 黄玉妹 刘鑫 李亚能

刘俊 蒲凤莲 倪玮婷 李文清 刘玲 林琼星 李照港 陈苗苗

陈泽仲 陈泽伟 曾桂焕 黎雄 符金洪 陈秋美 陈清豪 吕亚金

符文秀 陈有娜 陈人伶 麦战英 吕函键 林梦强 林亚飞 符茂真

李健国 林来 林尤兴 林鸿琼 林尤胜 林尤新 李值元 李健强

李大光 李健华 李健 李梅 林梦凤 李英妹 蒲亚园 李慧才

董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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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交和 方宝崖 林珠雄 林梦友 林梦娇 林梦胜 林梦明 郭泽华

羊结文 羊结平 吴开运 吴启发 潘锦容 董洪花 郭泽慧 吴平

蓝丹 羊吉香 高海娇 吴朝刚 高关魁 李海康 林德兴 李宗运

林德送 高海帅 董亚从 谭玉生 刘兴山 吴开能 谭玉连 罗明三

罗明杰 董公发 董章颂 吴云 吴帅 胡月丽 林书明 李明富

吉忠雄 刘义 符金成 吴亚雪 符文雄 胡月霞 蒲进勇 林珠锋

吴奉引 倪志顺 谭非林 李亚元 李文珍 方玉莲 刘娇 翟照喜

董玉连 董亚庭 高永泽 吕珍 吕忠 林孟杰 吉忠成 吉亚弟

谭真京 李朝东 罗明金 吕秀妹 谭复美 李亚议 林书楣 邓亚专

李丰 符亚命 董少小 许明飞 李春英 林书荣 李鸿升 符关雄

符策君 符少鱼 李桂海 林亚月 黎亚兵 罗其泽 林亚意 罗其武

李公乙 纪学珊 高文燕 高秀强 高亚剑 邓亚坚 吉少兰 蔡小平

谭玉才 黎坚 高海利 林能 林照志 李亚铁 林明聪 林明琴

李亚海 刘毛孩 吴庆龄 吴庆坤 吕幽蔓 林史 林朱润 邢维南

林家玉 黄镇 林孟德 黎亚兵 黄丽 吴天赋 邢维丽 陈茹

吴秋发 吴敏敏 李万天 高永好 谭静国 何佳琪 蔡开心 林朱润

林梦丽 李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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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
时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把中央
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贯彻落
实好，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
进城乡共同繁荣，让广大农民平等
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
成果。

在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过程中，美丽乡村的建设是重要抓
手。2017 年 4 月份，海南省第七次
党代会强调，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
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目前，海南省
已建成 406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204
个星级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美在何处？仲春时
节，记者行走琼岛，深刻感受到，一
个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载体，
也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金字招牌。

海南乡村之美，美在自信。
漫步在海南保亭县三道镇甘

什村委会什进村里，浓密的绿荫中
掩 映 着 一 排 排 黎 族 风 情 的“ 船 型
屋”式独栋小楼。眼前的情景，让
人难以相信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一张有点褪色的老照片
反映了当时的村貌：全村仅有一条
狭窄崎岖的沙土路；十几户村民仍
然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有的家门
口还有支起的灶台。

“我们村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
甘什村党支部书记苏其方告诉记
者，利用靠近槟榔谷和“呀诺达”两
个 5A 级景区的“地利”，什进村引
入旅游龙头企业，打造了“布隆赛
乡村文化旅游区”品牌，村民们红
红火火地发展起乡村旅游来。如
今，村民出租土地和房屋、入股分
红、在合作社或旅游公司就业都能
获得一份收入，还可以用空闲的房
子发展民宿，种植品种也改为高附
加值的槟榔、黄秋葵、百里香。

保亭县常务副县长周宏杰介
绍，以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的发
展带动附近的乡村建设，将农民的
农业生产和民俗生活与旅游产业
有机结合，把居住性、行政性的旧
村庄变成经营型的旅游新村，有效

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民增收脱贫。

海南乡村之美，美在颜值。
走进与文昌航天发射场直线

距离不过 5 公里的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委会好圣村，绿树丛生、花香
四溢，柏油路平坦宽阔，航天科教
娱乐体验、航天瓜菜种植、航天畜
禽养殖、航天创客民宿……随处可
见的航空航天元素提醒人们，这个
仅有 11 户人家的小渔村是文昌市
着力打造的航天科技小康村。

好圣村里建有污水处理站，污
水经过集中处理可以用于绿化和
田间灌溉；村里还建立了垃圾分类
处理中心，实现生产生活废料就地
处理，还能制出有机肥。“文昌航天
发射场建成后，很多游客来到村中
旅游。每当听到游客说我们村太
漂亮了，不像想象中的农村，我都
感到特别自豪。”村民林春雪说。

在海南，还有很多个像好圣村
一样让人分不清是城市还是乡镇
的村庄。

“我感到现在的生活跟城里人
没有什么两样。”在琼海市博鳌镇

北仍村，51 岁的村民黄春瑛和记者
聊起了家常，“我们村民都加入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孩子们能
就近到官塘小学念书”。

北仍村 4 公里长的村路如今被
打造成令游客称赞的环村绿道，路
网、水网、电网、光网、排污管网“五
网”贯通。改造过程中，严守“不拆
房、不占田、不砍树，就地城镇化”
原 则 ，留 住 了 原 汁 原 味 的 乡 村 之
美。村民林宗球一边削甘蔗一边
笑着说：“村里旅游业发展起来了，
我靠着卖甘蔗汁、椰子汁，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日子过得很充实。”

海南乡村之美，美在气质。
“有一种乡愁叫北仍”，海南乡

村吸引游客的，除了优美的自然环
境、整洁的村容村貌，更有一种人
文底蕴。

北仍客厅是村民议事和办事
的场所，门口张贴着“北仍客厅公
约”，明确了诚信经营、提倡节约、
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其中第二
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仍村民
自办多桌酒席的集中在客厅办理，
每桌酒席 380 元。”

注重文化生活，是许多海南乡
村的共同特点。在博鳌镇沙美村，
记者“旁听”了一堂题为“走近柳宗
元”的讲座，这里每逢周末开展的
阅读分享会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小
学生参加；在博鳌镇南强村，记者
遇到几位正在进行创作的书画家，
村里办起了“凤凰公社”，可供“候
鸟艺术家”开展交流活动、进行作
品展示。

乡愁，吸引了游客，也唤回了
游子。在外打拼了多年的王理强
回到了北仍村，开起了农家乐，店
名 就 叫“ 乡 愁 味 道 ”。 王 理 强 说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将来我们一定会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
时美迈向持久美，从外在美迈向内
在美。”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肖莺子说，海南将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引领，着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
版 ，不 断 谱 写 美 丽 中 国 海 南 新 篇
章 ，开 创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新 局 面 。

（原载《经济日报》2018 年 4
月10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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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畅游美丽乡村中廖村。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在海口核心滨海商业区，地处万
绿园、滨海公园、世纪公园三大城市中
央公园交汇处，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
园区坐落在这里，不少新型创业互联网
公司入驻，并且吸引着更多的公司聚
集。

园区运营商起初是一家以房地产
开发建设为主业的公司。

“2015 年海南省提出发展十二个重
点产业，我们就借此东风转型互联网产
业。”复兴城运营方、海南复兴城产业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王喜欢表示，起
初公司本来就有转型的打算，刚好海南
提出要重点发展互联网产业，公司适时
转型，全力投入互联网产业。

“窥一斑而知全豹。”海南现代管理
研究院院长王毅武认为，复兴城的华丽

“变身”其实是海南近年进行产业调整
的一个缩影。

作为十二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
的互联网产业，如今已在全省范围内遍
地开花结果。产业空间超过 100 万平
方米，产业投资超过 100 亿元，引进的
国内外知名企业超过 100 家，年营收达
430 亿元。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
园、生态软件园、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和海南数据谷等已经成为海南发
展互联网产业的重要载体。

2015 年，海南省确立重点发展旅游
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
医疗健康产业、金融保险业、会展业、现
代物流业、油气产业、医药产业、低碳制
造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
育产业等十二个重点产业。

截至 2017 年底，海南三次产业增加
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顺序，由建
省之初的“一（50）、三（19）、二（31）”调
至“三（55.7）二（22.3）一（22.0）”，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9.5％。

2017 年，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合计
实现增加值 3291.6 亿元、占经济总量的
73.8％，增长 10.1％，高于整体经济增速
3.1 个百分点。旅游产业、互联网产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医药产业、房
地产业、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等
7 个产业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
旅游业转型升级加快，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加速发展，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
设规划顺利实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省
和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创
建扎实推进，涌现出一批现代农业产业
园和特色农产品品牌。

回首建省办特区 30 年，海南曾提出
多种关于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或产业结
构配置方面的概括性表述。

建 省 之 初 ，海 南 经 济 发 展 相 当 落
后，提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保证粮
食生产的同时，积极组织种养业的大市
场，大力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乡镇加
工业。

1993 年，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
业；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发展第二产业；
以农业为基础，稳定提高第一产业。

1995 年海南确定了“一省两地”的
产业发展基本方针，尽管此后在不同阶

段有所微调，但大体上都未偏离这一方
针。

“‘一省两地’基本上从建省之初贯
穿至今，直到提出十二个重点产业后才
有所调整，这都是海南在不同的时期，
根据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作出的适度调
整和战略部署。”王毅武表示，与此前略
微不同的是，海南现在大力发展的十二
个重点产业比此前的路子更宽了。从

“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全国分配水平的
83％；85％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
右的人口至今尚未温饱”发展到如今的
年地区生产总值 4462.5 亿元，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三十年的发展，三十年的产
业结构调整，至今仍然面临“一房独大”
等困境。从 2013 年起，海南省政府先后
制定“两个暂停”等房地产调控政策措
施，控制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积极引导
房地产业发展与国际旅游岛建设需要
相适应。

“决不当房地产加工厂。”海南陆续
出台分类商品住宅用地供给管控制度，
永久停止中部生态核心区开发新建外
销房地产项目等多个政策措施，壮士断
腕破除房地产依赖症。

未来五年，海南要培育壮大十二个
重点产业，打造海南经济升级版，三大
产业结构比例要趋近 20：20：60。

（新华社海口4月10日电）

美在自信 美在颜值 美在气质
——海南美丽乡村建设展开新画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平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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