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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大成果候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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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给我省
安排!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海口市南渡
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土地整
理$ 该工程由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批准
同意实施"整治规模"#万亩"估算总投
资为""$#%亿元" 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
和海南省共同负担"这!亿元是中央对
该工程安排的首批专项资金&

#%&%年&%月" 海南遭遇历史罕见
的强降雨洪涝灾害"南渡江下游地区的
农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暴露了该区域
农业基础薄弱" 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

省政府% 海口市政府本着改善民生%服
务'三农(的原则"着手规划在海口市南
渡江流域开展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

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跟踪落实项目$ 该
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从去年"月
底开始编制"'月底完成编制$去年(月"

省政府正式批复该项目立项"随后正式
向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申报$

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对海南土地
整治重大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 去年)

月&&日"国土资源部正式发布了)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措施!"

提出了六大方面#%项具体政策措施$

其中一项措施即支持海南积极推进现
代农业基地土地整治示范建设$

该项目从前期论证%申报到审批"

仅用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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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项目旨在通过集中连片
综合整治"将海口南渡江流域打造成稳
产高效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计划新增
耕地'##%亩$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
工程整治规模"#$(万亩"估算总投资为
""$#%亿元"建设工期)年$ 其项目位于

海口市区东南约&#公里处 ,以南区域-"

南渡江流域%东线高速公路两侧"涉及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新坡镇%遵谭镇"

秀英区的东山镇和琼山区的旧州镇%三
门坡镇% 甲子镇等!个镇##.个自然村"

未来将按遵谭%南渡江左岸%南渡江右
岸共"个片区进行规划建设$

该项目实施后"将建设旱涝保收高
标准基本农田&)%()$#!公顷"建设粮食
与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公顷"菜篮
子生产基地"#&'$#'公顷"热带水果生产
基地')&$(/公顷" 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基
地(&%#$!"公顷" 富硒特色产业基地
&%"#公顷"休闲观光农业基地&#.$&'公
顷"建设热带农业示范区(.!$')公顷$

据介绍"该项目将会极大地增强海
口市的农业基础地位"对提高农村地区
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新农村建设"以及
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经济转轨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条件" 全面提高项目区防灾减灾能
力" 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有利于增加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海口将为全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新农
村改革发展开拓新路子&

海口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认为"

土地整治项目非常符合农业发展实际
和产业定位" 满足了提升农业基础能
力的需求"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海口
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土
地整治工程项目区" 将严格按照集中
连片# 综合整治# 发展现代农业的思
路"通过土地改良#防洪防涝#生态环
境和文化保护# 防护林和道路建设等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推进农
业基础建设"把该片区建设成为'五基
地一区("即'土地整理的示范基地#热
带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基地# 统筹城乡

发展示范基地# 生态与文化保护示范
基地#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农村土
地管理制度改革实验区(&

海口市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
工程带给当地农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的& 该工程农田道路修整#排水沟等项
目将安排给当地农民施工&这是当地村
民可以最快享受到的好处&通过农田整
治"项目区的土壤质量得以提高& 通过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极大提高农田
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项目实施后"将
引进龙头企业"通过标准化#专业化生
产"带动周边农民致富& 农民可以通过
土地流转" 将身份转化为产业工人"提
高经济收入&此外"该项目的实施"还把
项目区内的&%%个自然村纳入新农村建
设& 通过公共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以及生活环境的整治" 改变村庄面貌"

村民的生活水平将切实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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