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报讯】2 月 19 日，参加世
界华文媒体生态文明与健康（养生）
长寿国际论坛的马来西亚、菲律宾、
泰国、罗马尼亚、埃及、阿根廷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媒体负责
人、采编人员走进澄迈，参访“世
界长寿之乡”。自此，开启为期五
天的 2017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
体海南行。 

澄迈县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
毗邻省会海口市，是世界长寿之乡、
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澄
迈自西汉元封元年置县，至今已有
2127 年的历史，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曾在澄迈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等著名诗句。据
悉，澄迈人均预期寿命达 79.79 岁，
全县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十万分之
38.39。 

当天上午，参访团首先来到澄
迈县富力红树湾诺倍尔医院、红树
湾健康管理中心、东坡书堂，了解
该医院独有的“身体生态疗法”、
红树湾的健康管理理念，以及东坡
书堂的文学气息。 

澄迈县金江镇黄竹村长寿老爸
茶园，三十多位逾七十岁以上老人
聚集一起，有的品老爸茶，有的玩
扑克牌，有的玩骨牌，还有老人敲
起海南八音，自娱得不亦乐乎。
110 岁刘玉花、109 岁李琼英已在
院中享受阳光。中国新闻社总编辑
王晓晖为老人们送去祝福，海外华

文媒体负责人、采编人员争相与老
人合影留念，并祝福老人健康长寿。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助编骆
宇欣赞赏海南的阳光、空气和食物，
认为海南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
方。 

香港《大公报》中国新闻部主
任赵汝庆，与大家一起参观海南生
态软件园、在福山咖啡馆品尝正宗
福山咖啡后，来自海南文昌的他说，
海南能够把现代化设施和原始的传
统文化融合起来，特别有味道。“我
们也喜欢这边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底
蕴，喜欢这里的传统味道，美食也
好，咖啡更香醇，这些都是香港人
特别喜欢的东西。将把这些介绍给
香港的读者。” 

“我们会把澄迈新的变化，通
过图文方式，介绍给澳门读者。”《澳
门日报》助理总编辑兼要闻课主任
陆宝华表示，这是他第二次来澄迈，
看到澄迈的变化挺大，现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已初具规模，感到震惊。
“澄迈在养生、生态方面其实发展
也很快，利用其天然的优势，把这
个地方打造成一个生态旅游很好的
地方，这次过来感觉变化很多。”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共澄迈
县委、县政府承办，海南富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办的世界华文媒
体生态文明与健康（养生）长寿国
际论坛 18 日在海南澄迈县成功举
办。  付美斌

【侨报讯】2 月 18 日，由中国
新闻社主办，中共澄迈县委、县政
府承办，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协办的世界华文媒体生态文明
与健康（养生）长寿国际论坛在海
南省澄迈县举办，来自世界 17 个
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家华文媒体的
负责人、编辑、记者以及专家学者
参加，部分嘉宾在论坛上“论道”
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澄迈县从
2008 年起实施生态现代化，将其列
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首，实
施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
业、生态林业、生态海洋业、生态
物流业工程，建立健全生态产业体
系。2016 年该县绿色 GDP 占比超
过 70%，全县接待游客 421.54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20.36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20.4%、23.4%。

“澄迈坚持生态立县，以保护
环境为出发点，将生态概念注入各
行各业，实施制度化全力推进生态
现代化建设，澄迈经济社会发展从
此得到助力发展。”中共澄迈县委
书记杨思涛在论坛上表示。

据介绍，从 2010 年至 2015 年，
澄迈县连续 6 年 GDP 增速居全省
第一，成为海南仅次于海口和三亚
的第三大投资体。原本是工业县的
澄迈，第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
第 二 产 业 GDP 比 重 从 50% 降 至
38%。杨思涛说，澄迈正在利用“长
寿之乡”的金字招牌和优美的生态
环境，发展健康医养产业，澄迈将
对投资相关产业的企业给予政策优
惠，鼓励社会到澄迈投资。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长助
理、教授邹统轩建议，澄迈可以将
长寿基因总结出来，结合国家全域
旅游发展，打造健康养生小镇，培
养一批健康养生业态，建成全国健
康养生示范基地。

澄迈县在生态农业方面下功
夫：制定并实施 29 个无公害生产
技术标准，取得农业部认证的无公
害瓜菜生产基地 19 个，供港澳瓜
菜生产基地 8 个；全县农产品有标
识可追溯率达 88%，瓜果菜、水产
品检测合格率达 99%，畜牧产品合
格率达 100%。

罗马尼亚《欧洲侨报》社长、
医学博士高进认为，薯类食物在澄
迈县食用量很大，建议进行基础性
研究，并加大健康养生产业支持力
度，加强相关配套，吸引医学人才
进入。

富力集团副总裁兼海南区域公
司董事长赵沨表示，投资澄迈的
房地产公司是当地生态文明的受益
者，业主们也得以享受当地的好山
好水好空气。他认为，人们的健康
意识在不断提高，追求着更好的生
活环境。从高尔夫球场配套，再到
健身中心的配套，房地产开发商也
在努力，积极打造健康的社区文化
和环境。

目前，澄迈在“绿化宝岛”行
动中，持续推进海防林、河流水库、
绿色通道、村庄绿化、城市森林、
生态经济兼用林、森林抚育、种苗
繁育等八大绿化工程建设，完成造
林绿化面积 9133 亩，筑牢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屏障。 洪坚鹏 付美斌

【侨报讯】“红树万傾秋水旷，
惊起白鹭飞翔……”正在澄迈县富
力红树湾东坡书堂作画的四川画家
武卫萍，对澄迈县绿色生态环境赞
不绝口，作《临江仙·游海南红树
林有感》。 

和武卫萍一样，天津游客邓戈
对澄迈县的绿色生态环境称赞有
加：“这里空气清新，感觉很亲切、
很自然，来了以后人心特别静。” 

澄迈县位于琼岛西北部，毗邻
省会海口市，自西汉元封元年（公
元前 110 年）置县已有二千余载。
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古老的火山
岩古村落群，世界长寿之乡，世界
富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令澄迈
备受世人瞩目。 

中新社记者连日在澄迈采访期
间看到，春日暖阳下，红树湾、南
渡江畔、盈滨半岛海湾，处处水鸟
起舞，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拿起相机、
手机拍下美景。不少游客慕名探访
著名长寿村罗驿村，良好的生态环
境与干净整洁的村道和村民的热情
好客，让旅客不舍离去。 

生态环境吸引游客，得益于澄
迈县着力打造的生态现代化建设。 

2008 年，澄迈县决定实施生态

现代化，将其列为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之首，实施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林业、生
态海洋业、生态物流业工程，建立
健全生态产业体系。 

为此，澄迈县成立了生态现代
化建设委员会，设立生态现代化建
设办公室，制定 40 多项指标，建
立起县、镇两级生态现代化建设运
行机制。2013 年又成立创建国家级
生态县领导小组。2016 年，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成立。 

中共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介
绍，2016 年，该县绿色 GDP 占比
超过 70%，生态现代化建设和生态
县建设效果成效明显，41 项生态县
建设工程有序推进，完成 26 项生
态县建设指标；43 项生态现代化建
设指标。“2016 年，全县空气质量
优 良 率 为 99.7%， 单 位 GDP 能 耗
为 0.488 吨标准煤 / 万元，同比下
降 2.8%。” 

“我们 2014 年入驻海南生态
软件园，研发游戏产业，当年产值
实现 1.4 亿元。”海南巴别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经理李淑芳表示，该公
司已连续三年成为澄迈县的纳税大
户。

杨思涛说，海南生态软件园
的 生 态 新 型 工 业， 已 吸 引 印 度
NIIT、巴别时代、腾讯等逾千家
IT 企业入驻，园区年亩产值高居
全省园区榜首。 

澄迈县做精做特生态农业，
取得农业部认证的无公害瓜菜生
产基地 19 个，供港澳瓜菜生产基
地 8 个；全县农产品有标识可追
溯率达 88%，瓜果菜、水产品检测
合格率达 99%，畜牧产品合格率达
100%。知名农业品牌澄迈福橙、福
山咖啡、无核荔枝进入国宴。 

澄迈县发展循环经济。海口垃
圾焚烧发电厂每天可处理生活垃圾
2400 吨 / 天，利用农业垃圾、生活
垃圾发电，实施资源变废为宝。神
州新能源车用沼气项目，有机废弃
物产生沼气可用车辆运输，产生的
沼渣沼液可作为农用肥还田，实施
了资源的无害化、资源化和循环利
用。 

杨思涛还介绍，澄迈持续推进
海防林、河流水库、绿色通道、村
庄绿化、城市森林、生态经济兼用
林、森林抚育、种苗繁育等八大绿
化工程建设，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9133 亩。 付美斌

【侨报讯】“市场面貌新，买
卖最公平，好政策人人平等……”
海南省澄迈县罗驿村 103 岁村民李
以法，面对众游客称奇羡慕，竟情
不自禁地用海南话唱起自编琼剧。 

海南岛西北部的澄迈县，是著
名长寿之乡，2009 年和 2012 年，
该县分获“中国长寿之乡”和“世
界长寿之乡”美誉，而罗驿村在该
县十大“长寿村”中位居第三。 

罗驿村建于南宋时期的 1256
年，是古代琼岛西线的驿站，古称
倘驿。

史料记载，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被贬海南，就曾途经罗驿并落脚休
息。村中仍然保留的一段火山石古
驿道穿田而过，村民名之“东坡路”。 

罗驿村中有一南一北两个水
潭，水清如镜，120 多间石房围潭
而建，鳞次栉比排列村道两旁，屋
墙是不规则的火山石砌成，“我从
出生到如今，一直居住在石屋里，
冬暖夏凉，很是舒服！”村里老人
如是说。村中 36 条小巷也几乎全
部用火山石板铺就。 

2 月 13 日、14 日，中新社记
者在澄迈县实地走访时看到，今年
已 103 岁老人李以法，骑着自行车、
驮着木板或木材回村时，瞬间引来
在此旅游人群围观、拍照。面对蜂
拥而至的游客，李以法老人均一一
热忱配合合影。 

罗驿村村委会副主任、海南省
十佳村官李运达介绍，李以法老人
已是澄迈县长寿名人，103 岁的年
纪每天骑自行车、做农活、劈柴做
饭，一刻也闲不住，近几日又开始
动手翻修起以前的老宅子。李运达
认为，心态乐观、爱运动、爱劳动
是李以法老人的长寿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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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讯】2 月 18 日，世界华
文媒体生态文明与健康（养生）长
寿国际论坛在海南澄迈开幕，与会
的上百位境内外嘉宾共论生态文明
与健康、养生长寿的发展之道。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许俊说，海南是中国首个生态建设
试点省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近
年来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和国际旅游
岛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医疗健康产
业。“十三五”期间海南将坚持把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特区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和低碳产业，倡导绿色和低
碳生活方式，努力把海南岛建设成
为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
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和健康养生胜地。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建立生态文
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论坛以全球
视野审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探讨
媒体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
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直都是中
国新闻社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的重

要方面，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地方建
设，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成果，中国
新闻社都作了大量报道，回应了海
内外读者的关切。中国新闻社总编
辑王晓晖在致辞时表示，中新社将
继续努力，推动全球华文媒体向世
界传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养
生的理念和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作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演讲时介绍，中国正处在全面转型
阶段，能否从数量规模转向发展质
量，实现系统创新和结构升级关系
到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应从立法、
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话语体
系建设等方面同步推进。

海南澄迈县县委书记杨思涛介
绍，该县牢固树立和大力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力实施
生态现代化建设县，全力推进绿色
低碳经济发展，全县绿色 GDP 占
比高达 74%，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
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全面发展的生态现代化发
展道路。

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九年 绿色 GDP 占七成

澄迈长寿村 ：103 岁老人骑车唱歌 游客称奇羡慕

50 余家华文媒体参访世界长寿之乡澄迈

专家学者论道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

全球华媒聚澄迈 共商生态发展之道

▲澄迈富力红树湾湿地公园。� 王家专摄

▲澄迈加笼坪自然保护区。� 王家专摄

▲世界华文媒体“生态文明与健康（长寿）养生国际论坛”会场。
� 骆云飞摄

李以法精神抖擞、身体硬朗，
虽然有些耳背，但交谈中思路清晰，
记忆力好。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
再次兴奋地唱起自编琼剧。 

“很钦佩，103岁身体这么好。”
天津游客邓戈啧啧称赞。 

“火山岩富含的硒元素，有利
于健康长寿。”李运达说，该村
3800 多人中，百岁以上老人有 6 位，
九十至九十九岁有 27 人，八十至
八十九岁近 130 人。 

罗驿村名噪海内外，前来旅游

观光人数络绎不绝。当地政府购买
电瓶车供游客免费乘坐观光，村委
会工作人员担当义务讲解员，为前
往游客提供讲解和帮助。 

中共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透
露，为保护罗驿村的古风古貌，该
县已制定了罗驿村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实施方案和罗驿村控制性规划，
将投 1000 万元人民币开展拯救罗
驿村老屋行动，主要用于修复罗驿
村内文物保护单位和村中民居。
 付美斌

本次论坛由中国新闻社主办，
中共澄迈县委、澄迈县人民政府承
办，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协办。 王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