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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乡投公司：在村庄与产业间架桥

深入挖掘村庄资源 儋州打乡村旅游特色牌

 夜市点燃儋州城市烟火气

【欧洲时报讯】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正当时，儋州市按照《中
共海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决
定》的部署，主动服务洋浦，当
好洋浦的“助攻手”，在滨海新
区打造与洋浦港产城融合示范区，
共同建设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先行区。

根据整体规划，洋浦正在打
造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示
范区，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现阶段洋浦正集中精力，将保税
港区打造成为自贸港建设的“样
板间”。儋州重新审视和确定滨
海新区的定位和功能。根据儋州、
洋浦两地资源条件，以及在建设
海南自贸港中的合理分工、优化
发展工作思路，加快建设滨海新
区步伐。

“委托第三方机构制定的滨
海新区招商策划白皮书，已完成 4
次修改完善，下一步要招综合实
力强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以
超常规举措加快开发滨海新区。”
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介绍，滨海新区引进与洋
浦主导产业相配套项目的大规模
招商推介活动已经开展，迈出主

动服务洋浦新步伐。
围绕主动服务洋浦，儋州市

扩大规划范围，把环新英湾地区，
甚至光村、峨蔓等镇都纳入滨海
新区，形成大滨海新区格局。此
外，还启动了滨海新区中央组团、
中心渔港的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打造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并启
动学校、医院和路网建设，为高
端人才建设宜居城市。

滨海新区是儋州最先承接海
南自贸港政策、最快形成落地效
应的港产城融合联动区域。儋州
以超常规举措加快滨海新区建设
速度，完善供水、道路、污水处
理等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功能，
加快港产城融合步伐。

儋州市长邹广表示，加快滨
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
在滨海新区打造与洋浦港产城融
合示范区，支持洋浦落实早期安
排，争取早期收获，在服务洋浦
的同时，推动儋州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紧邻洋浦、拥有旅游
产业园的优势，儋州市滨海新区
发展旅游业、数字经济、航运服务、
贸易金融、文创设计等 5 大产业，
倾力打造全球交流合作的平台。
今年 4 月，恒大旅游集团与全球最

【欧洲时报讯】走进海南省
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委会，村道
宽阔笔直，民宅整洁干净，公共
设施齐全，产业初具规模。村民
王日月告诉记者，这是儋州“乡投”
公司带来的变化。

在中国，进行城市开发建设
的城投公司已被熟知，“乡投”
是什么公司？

“乡投”公司全称为儋州市
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成立。儋州市委书记
袁光平告诉记者，“乡投”公司旨
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
式，整合农村生产要素，带动更
多社会资本向“三农”领域聚集，
带动乡村振兴与农民脱贫致富。

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存在这样
的问题：一边是农民的低效土地
资源无法升值，另一边是企业有
好项目找不到合适土地。

“儋州‘乡投’试图解开这一
困局，先整合农村零碎土地资源
流转到村集体，再统一流转到‘乡
投’公司，最后统一招商引进社会
资本。”儋州市乡村振兴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云介绍说，
在整合农村土地资源，统筹涉农资
金方面，公司发挥平台作用。

“十三五”期间建档立卡的
深度贫困村新风村首先进行试点。
“乡投”公司入驻后谋划整合村
民零碎土地，工作人员深入每家
每户进行沟通，“告诉农民土地
使用到期后，土地和建筑物都将
留给村里，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欧洲时报讯】位于儋州市那
大镇屋基村的爱尚玫瑰花园员工
忙到下午一点多才吃午饭，最近每
天都有几辆大巴车载着外地游客
进村，在此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
游。

“园区被纳入团队游线路，每
天都要接待好几个团。”爱尚玫瑰
园总经理李世国匆匆吃完午饭便
来接待客人。他告诉记者，玫瑰园
这两个月最多时一天接待了 26 个
旅行团。

近年来，儋州深挖村庄特色，
邀游客赏自然风光，瞻仰红色文
化，体验采摘乐趣，乡村旅游呈现
蓬勃多姿的发展格局。

屋基村是儋州的千年古村，
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
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鹭鸶天堂”，
还是小有名气的历史名村。那大镇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许
永强告诉记者，屋基提升村庄生态
水平，还引入合作企业，与旅行社

合作成为儋州一日游的旅游点，5、
6 月间共接待了 60000 多名游客。

与屋基村不同，那大镇石屋村
主打红色文化。石屋村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广东农业战线
上的一面旗帜，百姓在村支书胡松
的带领下大力发展经济，被周恩来
总理赞誉“北有大寨，南有石屋”。

石屋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毛湘峰介绍，目前该村胡松纪念
馆、中国村官精神馆等 8 个馆成为
本地教育培训和研学游的必选之
地，去年下半年最高日接待游客量
近千人。石屋村正依托即将建成的
儋州市党校，开展教育培训 + 红
色旅游 + 乡村振兴胡松产业园项
目深度体验，仅党建培训一项预计
年接待量将超过 2 万人。

在儋州市大城镇调南村，古树
参天、郁郁葱葱，43 株古树、大树、
奇树成为吸引游人到访的理由。在
村中，350 多年树龄的见血封喉树
干高 30 米，胸径 2 米，板根高度

也超过 2 米；420 年树龄的黄葛榕
独树成林，板根延伸至数米。

调南村委会书记符启周介绍，
该村围绕见血封喉、古榕树、古荔
枝树等景观，新建石头步道、景观
挡墙，铺设塑木平台栈道等设施，
提升村庄的景观环境。让调南村变
身以古树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景
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

今年，儋州结合美丽乡村、生
态文明村建设，设计美丽乡村健康
游路线，系统推出各类乡村旅游产
品。端午小长假期间，该市各乡村
旅游点共接待游客近 2 万人次，同
比增长近九成。

当前，如何吸引更多游客，延
长游客游玩时间，成为儋州市乡
村旅游下一步思考的问题。许永
强说，该村已引入旅游开发公司，
扩大乡村旅游产业链，将打造集休
闲观光度假，田园综合体、国际贸
易商务洽谈为一体的新时代综合
型乡村旅游点。           文 / 王子谦

【欧洲时报讯】夏日傍晚雨过
天晴，微风习习，海南省儋州市文
化路夜市逐渐热闹起来：一辆辆餐
车缓缓驶入停稳，摊主们摆放桌椅，
为夜市开场做准备。

位于儋州市北部新城区的文化
北路八街白天与普通街道无异，夜
幕降临后禁止机动车通行，变身通
宵营业的夜市。自 6 月开市后成为
当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活动、品
尝美食的好去处。

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服务业
带来严重影响。自 2 月底儋州被海
南省评估确认为疫情低风险区后，
该市以恢复传统的夜间消费为突破
口，推动消费经济发展，帮助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难解困。

儋州文化路夜市负责人李全介
绍，夜市集文化演艺、休闲娱乐、
观光美食于一体，设计 160 个摊位，
目前有 120 个摊位经营，提供 800
个就业岗位，辐射周边人群近 5 万
人。自 6 月 24 日正式营业后，人
流量不断增加。“下一步要把空余
摊位用于解决贫困户需求，还要招
全中国有特色的小吃餐饮入驻。”

儋州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谪
居之地，厚重文化底蕴影响了当地
饮食之道。“长坡米烂洛基粽，木
棠欧馍永昌葱；马井红鱼香破釜，
排浦薯香吃肚膨”是本地特色美食
的生动介绍。记者在夜市看到，米
烂、猪肺汤、萝卜馍等本地美食颇
受消费者欢迎。该市木棠镇村民邓
昌光一家经营本地特色海鲜，“自
家捕捞自家出售，做法都可以按客

人要求加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人

头攒动的夜市各种美食香气四溢，
市民游客吹着晚风，品尝各色美食。
儋州市民李先生说，夜市开业让市
民有了好去处，约上朋友吹着小风，
吃着美食，很是惬意。

在儋州老城区，另一家那恁夜
市也是喧嚣热闹。夜幕降临后，整
个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美食，市民
游客大饱口福。“周末每天要卖 80
斤螺，节假日上百斤，最好的时候
月收入上万人民币。”摊主符殿祝
经营田螺海螺，“从夜市开业就一
直在做，这里收费合理，管理也好。”

儋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在处理夜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的
关系上，儋州既“放活”又“管好”，
既有“尺度”又有“温度”。儋州
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夜经济
繁荣的同时还要保障城市的正常秩
序和环境卫生，使城市精细化管理
与夜经济繁荣相得益彰。

据疫情后某机构推出的中国全
国 33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复苏
排行榜显示，海南儋州以 271.62%
的复苏指数排名全国第一。夜间经
济的活跃成为儋州强力复苏的重要
动力。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
该市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夜市建设提
质、上档、增效，集中展示城市的
特色小吃和文化品位，吸引更多省
内外游客来儋州旅游、度假、消费，
助力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和海南
自贸港建设。 文 / 乐之

当好“助攻手” 海南儋州主动服务洋浦

打造港产城融合示范区

▲新风村新貌。 凌楠 摄

▲夜幕降临，儋州市老城区那恁夜市人头攒动。  乐之 摄

图为航拍洋浦与儋州
滨海新区的“一桥两岸”。

儋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外地游客在屋基村观光游览。 许永强 摄

大的免税运营集团杜福睿集团签
约，开办亚洲最大的免税购物商
场。加快会展项目建设，满足洋
浦的国际化大企业举办国际会展、
高端商务接待等多种消费需求。

儋州市与岛外有丰富经验的
企业合作，加速推进港产城融合。
儋州市政府与深圳盐田港集团有
限公司 8 月上旬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盐田港集团将发挥
港航业、临港产业和产城融合三
大产业体系的综合优势，推动儋
州市与洋浦的港产城融合，建设

连接东盟、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
的现代物流中心。合作推动儋州
产业园的园区开发、运营管理、
产业聚集与转型升级等，积极引
导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跨区
域优化布局。大力支持儋州做好
临港产业规划、培育发展临港产
业人才等。在资源整合、投资开发、
运营管理、产业导入与发展、资
本运作等领域，展开多方位、深
层次的合作。依托深圳人才优势，
结合儋州市大力引进人才的政策，
加强人才交流合作。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
该市坚持“一市双核”发展战略，
将那大城区打造成西部消费中心
和宜居城市；主动服务洋浦，将
滨海新区打造成面向洋浦的生活
性、生产性服务中心和宜居城市，
打造成对外开放的大平台，成为
推动儋州高质量发展的“双动力
核”之一。 文 / 王子谦

吴云说。
“家里地荒着都长满了草，不

如租出去。”新风村白地村小组
脱贫村民李冠仁把家中 3.09 亩闲
置的建设用地出租给“乡投”公司，
一次性领到三年租金 4.63 万元（人
民币，下同）。他告诉记者，现在
不仅村民拿到了租金，生活更好，
村庄也越来越漂亮。

新风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川介绍，
该村已完成流转建设用地 140 亩用
于发展民宿产业，农业用地 200 多
亩用于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在农民
的租金支付方面，建设用地每亩每
年 5000 元，农业用地每亩每年 1000
元，每三年提高一次租金标准。

“乡投”公司两年间支付给
新风村的土地流转金已超千万元，
引进产业正逐步产生效益。新风村
产业优先安排脱贫农民就业。2018
年脱贫的王日月在民宿工作两个

月，试用期月薪 1600 元，转正后
将有 2000 元，“每天工作 8 小时，
有固定收入还有五险。”

在“乡投”公司的运作下，
不仅农民受益，也使企业省心。
海南省联明农业有限公司发展高
效农业，近年苦于找不到成规模
土地。“乡投”公司主动上门合作，
不久就向企业提供土地 3000 多亩。

“有‘乡投’与农民对接，
企业不用面对每家每户，大大节
约时间和人力成本。”海南省联
明农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代表何
明说，双方已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未来将流转土地超 30000 亩，租期
15 年至 20 年，租金 3 年支付一次。

吴云介绍，“乡投”公司成
立两年以来，已从农民手中流转
土地 4.5 万亩，招商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流转给企业超过万亩。
 文 / 杨旭 王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