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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盖了漂亮的房子" 并不
能说明这个村庄改变了贫困的面
貌#$ 邢诒仪认为" 真正让这个贫
困村奔小康还在于后续的经济发展
潜力# 在邢诒仪看来" 付俄村的巨
变只是邦溪镇近年快速发展的一个
缩影#

邦溪镇位于白沙西北部"距白
沙县城

#$

公里"是白沙西部门户及
重要交通出口要道"是少数民族聚
居地"乡村紧密相连"分界不明显"

也是流动人口集散地"经济发展历
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土地干旱贫
瘠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导致
该区经济发展缓慢 " 贫困人口较
多 "乡村环境脏乱差 "社会治安紊
乱等 状况"在大多数熟悉邦溪的人
们眼里"三年前的邦溪!村不像村"

镇不像镇$#

!要发展"稳定是前提# $邢诒
仪说"

%"!"

年
&

月"邦溪镇重点做好
社会治安打防结合工作"随着社会
治安的改善"市井经济开始兴盛起
来"邦溪的人气也逐渐兴旺#

但要使邦溪实现又快又好发
展 " 必须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路
子# 邢诒仪说"当时镇政府一年的

财税才
!""

多万元# 为克服建设资
金短缺的!瓶颈$"

%"!"

年
'

月"镇两
委组织邦溪镇农业服务中心%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共同筹资创办了海
南 首 个 由 乡 镇 组 建 的 国 有 企
业&&&白沙邦溪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已为镇里
的教育事业 %公共基础设施 %美丽
乡村建设%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事业
做出了很多贡献#

此外 " 邦溪镇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 " 成功引进了一批极具实力
的公司企业 " 总投资达

("

亿元 #

邦溪镇在农林产品加工园区的姜
茶厂 %竹炭厂 %竹笋加工厂 %松脂
加工厂 % 中密度胶合板厂等项目
相继建成投产 # 一批批项目的成
功实施 " 使邦溪税收取得了翻倍
增长 "从

%""(

年的
!$'

万元增长到
%"!!

年的
%!)*

万元 " 增长幅度近
!*

倍 #预计
%"!%

年 "邦溪镇的税收
将突破

$"""

万元 #

如今一走进邦溪镇 " 街道干
净整洁 " 居民居住条件也得到改
善 # 邦溪的夜晚 " 明亮的路灯和
酒楼 % 商店的霓虹灯渲染着和谐
的氛围#

白沙昔日贫穷的黎村"如今一幢幢小别墅拔地而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丽新农村比城市更惬意
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溪水!清新的空气 !满眼的绿色

""身在其中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世外桃源$的感

慨%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村和

邦溪镇付俄村&看到这里山清水秀&一幢幢小洋楼和别墅

拔地而起&而就在两年前&这两个村庄还是贫困落后的黎

族小山村% 罗帅村和付俄村是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

下&白沙人突破困局&实现#绿色崛起$的一个缩影%

!

本报记者 陈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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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沙县城驱车半小时"就到了
元门乡罗帅村# 一路上"目光所及都
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林子# 在罗帅村
口放眼望去"鹦哥岭脚下一片绿色的
!画布$上点出几块鹅黄# 罗帅村周围
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村落依山傍水"

清幽毓秀# 步入村内"村道不宽"但错
落有致"干干净净# 一排排黄墙蓝瓦
的别墅分布在村道的两侧# 家家门口
种植的绿树盆花香飘#

!来"快请进( $村民王海文热情
地招呼# 走进王海文家"瓷砖贴的地
板相当明亮"客厅里几个沙发摆成半
圆形"对面一台液晶大彩电"伴着

%

个
一米多高的音箱# 别墅一层是一室一
厅带厨卫"二层是三间客房"专供游客

住宿#!今年中秋国庆"客房都爆满"一
天
!""

元一间# $王海文笑着说#

王海文说"两年前"罗帅村还到处
都是黄泥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随处
可见露天便池"散发着阵阵恶臭#村民
住的多是年久失修的泥瓦房" 刮风下
雨就会漏水# 然而"仅仅用了

%

年多的
时间"罗帅村完成了从!灰姑娘$到!白
雪公主$的华丽转身"这一切都得益于
县政府!美丽乡村$计划的实施#

据介绍"!美丽乡村$计划是指"白
沙计划在五年内对上百个村庄进行整
村改造" 并沿着牙叉&&&邦溪西线高
速路口沿线布局

&"

个村庄" 将其打造
成乡村旅游度假景区"形成!乡村生态
旅游百里长廊$#

%"!"

年
#

月" 在县政府的推动下"

罗帅村与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合作开发
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采取 !政府

+

企
业
+

农户
+

金融$的合作方式# 当时"王
海文和弟弟分别上报了一套别墅# 王
海文要

!&"

平方米的房子"房价是
!"

多
万元"政府提供

%

万元建筑材料"公司
拿出

#

万元"他个人自筹了
%,$

万元"剩
下的房款则通过贷款# 但有的农民一
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由公司垫付"或
以林权证作抵押贷款#如今"他们全村
#%

户人"家家都告别低矮的危房"住进
了宽敞明亮的别墅#

村庄民房改造建设竣工后"每个农
户留出

!-%

间客房" 整个村就是一个大
宾馆# 目前"罗帅村将利用民房改造后
剩余的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住宿%餐
饮%宿营地%自驾车营地%文化娱乐%休

闲运动等旅游服务设施#公司将规范服
务标准"结合村民各自的专长开展技能
培训"让村民自主开展个性化的农家乐
经营服务"同时择优录用有就业意愿的
村民在公司从事旅游服务工作#

!我现在公司当保安"一个月
!*""

元#$王海文说"家里还有
$""

株开割的
橡胶"去年胶价好的时候"她老婆割胶
一天有

%""

元的收益"今年产量和胶价
差一点"一天也有

!""

元#现在"家里还
种木薯和甘蔗补贴家用#

王海文高兴地说"改造前"罗帅村
%""(

年人均收入是
%'""

元" 是一个贫
困落后的黎族小山村# 可到了

%"!!

年
底"人均收入达到了

&#')

元#项目开发
后"村民们不失地也不搬迁"在收入不
减的情况下"家园变亮了"住上别墅的
同时还有了打工经济#

同样的巨变发生在邦溪镇的付
俄村# 以前提起付俄村"人们都会说)

!付俄环境差" 路也不好走" 村民又
穷"实在不是什么好地方# $

%"!"

年
!"

月"邦溪镇建设美丽乡村 "将目光瞄
向了落后的付俄村#

今天的付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付俄村是一个黎族村庄"民
风淳朴# 付俄村背靠付俄岭"付俄岭
上生态环境优美"天空晴朗时还可以
远眺西边的大海# 一栋栋粉红色的小
洋楼沿着一条水泥干道分布左右#

村民张瑞青家门头上 "黎族 !大
力神$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一楼客
厅内摆放了一套价值

*"""

多元的皮
沙发"二楼则装上了空调 # !原来村
里住的都是瓦房和茅草房 " 连条水
泥路都没有 " 现在家家都有小洋楼
了# $张瑞青笑着说#

付俄村今年年初改造完成" 村里
*&

户都搬进了新盖的小别墅# 每户房
屋面积有

!%'

平方米"还有庭院##在付

俄村整村推进建设中" 政府创新采用
!政府

+

农户
+

金融机构$模式)每户盖
房所需

!$

万元" 由农民以橡胶林林权
证作抵押"政府贴息"从农信社贷款#

此外"政府每家再补贴
%

万元# !平时就
割橡胶" 闲暇时就到附近的酒店和工
厂打工# $张瑞青说"他们村民每家都
有橡胶" 他家一年的橡胶收入约

#

万
元#房改造完成后"镇委镇政府还扶持
村里修建养猪场"成立养猪合作社"全
村入股#养猪合作社第一批猪出栏后"

每户分红
!'""

元#

!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路"建文化室%

沼气池等公共设施"花销超过
*""

万元"

全部由政府掏钱# $邦溪镇委书记邢诒
仪表示" 当初付俄村要整村拆除重建
时"部分付俄村村民顾虑重重"不愿意
参与改造# 镇政府请来专业设计单位"

为付俄村的改造进行了总体的规划和
建筑设计# 镇干部带领工作组进村入
户" 认真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使村民们消除顾虑"积极参与改造#

罗帅村从穷村变! 帅$村

!美丽乡村"改变了村庄命运

付俄村先拆后建大变身

邦溪&&&两年内崛起的新镇

白沙地处海南中部! 是全省经

济落后地区" 但白沙是海南最重要

的核心生态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白沙最大的资

本" 白沙人懂得! 保护环境! 不意

味着是守着青山绿水一动不动# 不

意味着在经济上无所作为" $罗帅

模式%& 付俄村的巨变以及邦溪镇

的创新跨越式发展! 是生态保护和

旅游开发& 扶贫开发& 山区发展的

有机结合! 是建设国际旅游岛新形

势下山区农村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 既能抓资

源保护! 又抓生态经济! 还不断改

善民生! 白沙摸索出了一条 (绿色

崛起% 之路)

!绿色崛起"需要更多金点子

白沙元门乡罗帅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别墅

男孩在白沙元门乡罗帅村玩耍

张瑞青说起生活的变化露出笑意

政府将山泉引到付俄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