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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文化節期間，定安縣政府將在
縣城主要路段和人流集中的區

域，搭建小吃一條街和美食薈萃廣
場，定安黑豬骨頭湯、白切定安鵝、
紅燒小黃牛、白灼黑豬排骨、南麗湖
啤酒雞、坡寨羊火鍋、農家紅豆煲、
鴨飯、翰林燜豬蹄、清蒸南麗湖沙蚌
魚等定安 「十大特色菜餚」以及黑豬
肉糉、菜包飯、仙溝醃粉、炒粉、年
糕、粟米粑卷、雞屎藤粿、九層糕、
甜酸蘿蔔片、南麗湖木薯烙等定安
「十大特色小吃」等美食將讓前來參

加端午美食節的群眾充分領略 「舌尖
上的定安」盛宴。

採用本地黑豬肉、富硒糯米製作
的定安黑豬肉粽不僅深受島內消費者
喜愛，還遠銷北京、上海、廣州、長
沙等地，2010年更是挺進了上海世博
會。據統計，2011年定安黑豬肉粽銷
售量達到 230 萬多個，直接給百姓帶
來3450多萬元的收入。黑豬肉粽產業
的發展，還帶動了糯米、黑豬肉、粽
葉、鹹鴨蛋等相關農副產品銷量的增
加。

海南建設國際旅遊島上升為國家
發展戰略，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發展
機遇。國際旅遊島建設主要是大力發
展現代旅遊服務業，而吃、住、行、
遊、娛、購是現代旅遊的主題要素。
定安擁有得天獨厚的美食資源，如何
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效益，
是定安推進國際旅遊島建設的著力點
和落腳點。

定安縣政府2009年提出舉辦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節，通過活動，集中展
示定安本土特色美食，打造特色美食
品牌，吸引島內外遊客到定安體驗。

美食節成功舉辦兩屆，使得定安
鴨飯、定安骨頭湯、翰林豬腳等
美食為世人所知，吸引無數美食
愛好者前來品嘗，定安黑豬排
骨、定安黑豬糉子、定安花生油
等產品熱銷瓊島各地。

定安縣縣長符立東介紹，端午
美食文化節是一項政府搭台、企業
參與、百姓受益的活動，具有廣泛的
群眾基礎，深受百姓喜愛，迄今為止
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屆，不僅充分展示
了本土特色美食的魅力，做活縣城商
貿流通，還拉動了關聯產業發展，帶
動百姓就業增收。今後，定安縣委、
縣政府將繼續扶持做大做強特色美食
品牌，致力打造 「生態定安 美食天
堂」品牌。

除了美食，定安還將推出 「定安
八景」。仙氣雲繞，風景秀麗，具有
獨特的道家養生精髓的文筆峰；懷抱
大小島嶼16座，瓊北地區最大的人工
湖——南麗湖；百個村莊連片，以紅
色文化、古色文化、綠色文化為主
題，營造了一個真實的人間世外桃源
的 「百里百村」等美景吸引着一批批
遊客。

據瞭解，定安端午美食節，打造
的不僅僅是美食、美景，更深層次的
是打造定安的文化。一方水土養育一
方人，定安人安定、悠閒的風格得益
於定安的歷史古韻。定安雖小，但歷
史悠久，底蘊濃厚，人才輩出，風華
絕代。定安是歷史悠久的古縣城，擁
有極為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2011年，定安縣榮獲 「中
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稱號。

為吸引和鼓勵外來投資，加快定
安縣塔嶺工業園以及全縣工業的發
展，根據國家和省的有關法律、法規
以及產業政策，結合本地實際，定安
特制定了《定安縣工業生產性企業投
資優惠辦法》。凡在定安縣投資，項
目符合產業規劃的工業生產性企業，
均享受該優惠辦法。

土地方面，對優先發展產業且用
地集約的工業項目，在確定土地出讓
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
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
準》的 70%執行。對科技含量高，市
場前景好，創稅能力強的生產性企
業，固定資產累計投資達 1 億元以
上，且投資強度每畝不低於 200 萬
元，以其繳交的土地出讓金的 50%為
限，從其投產後三年內所繳納的企業
所得稅和增值稅地方留成部分（扣除
當年享受稅收扶持）分年度安排接持
資金。土地優惠政策兌現以項目合同
中企業開工、投產、達產、產值、利
稅和承諾為條件，到期未履行承諾則
對其享受土地優惠政策進行調整。

資金扶持方面，生產性工業企業
投產後第一年至五年內繳納企業所得
稅和增值稅地方留成部分分別達到
100萬元（含100萬元）以上的，分別
享受 「企業發展基金」扶持。當年繳

納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地方留成部分
總額分別達到 100-500 萬元的部分，
按30%給予扶持；達到500-2000萬元
（含 500 萬元）的部分，按 35%給予
扶 持 ； 達 到 2000 萬 元 （ 含 2000 萬
元）以上部分，按 40%給予扶持。財
政扶持金實行年度兌現制。企業憑納
稅單在每年度後的10個工作日內辦理
兌現。

招商獎勵方面，對引進固定資產
投資 5000 萬元至 1 億元的項目中介
人，在合同規定出資期限內完成 80%
的投資後；給予一次性獎勵10萬元；
對引進固定資產投資 1 億元以上的項
目中介人，在合同規定出資期限內完
成 80%的投資後，給予一次性獎勵 20
萬元。

此外，企業引進、聘用博士、教
授等高級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工
資、獎金等收入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
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內按 50%扶持。
企業優先加入定安縣中小企業信用協
會，優先享受國家開發銀行的中小企
業信貸資金和海南省農業產業化發展
資金。企業在建設期間交納的城市基
礎設施配套費，從 「企業發展基金」
中安排 50%扶持企業基礎設施建設。
行政服務中心實行 「一站式」服務，
為企業代辦投資的所有手續。

投資福地 優惠鼓勵

今年第一季度，定安縣全
縣地區生產總值（GDP）實現
10.69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
6.46 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5110 元 ， 同 比 增 長
24.4%；農民人均純收入 2054 元，同
比增長 22.6%。為在今後五年乃至更
長時間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定
安因地制宜地提出了 「一城三地」、
經濟工作項目化等發展思路，通過上
項目，抓項目落實，大力發展實體經
濟，做優經濟結構調整，通過經濟優
化轉型，實現綠色崛起。

定安堅持規劃適度超前的思路，
編制了縣城總規、塔嶺新區控規、鄉
鎮總規、全縣土地利用總規等80個規
劃，城鄉規劃框架體系基本形成。今
年重點啟動縣城總規控規修編、塔嶺
新區控規修編、母瑞山革命老區 「百
里百村」鄉村旅遊總規編制、縣城古
城保護區風貌規劃編制、9 個鄉鎮總
規修編和控規編制等。

定安縣委書記韓勇介紹，着眼於
科學發展的主題，定安縣今年提出
「一城三地」發展戰略。即主動融入

瓊北經濟圈和大海口都市圈，發揮區
位優勢，放大與海口的同城效應，提
升城鎮化水平，把定城打造成宜居宜
商生態衛星城；優先發展以生態旅遊
業為龍頭的現代服務業，圍繞南麗

湖、百里百村兩個重點，把定安打造
成瓊北經濟圈休閒養生旅遊基地；堅
持不破壞資源、不污染環境、不搞低
水平重複建設的三不原則，以塔嶺高
新技術產業園為重點，把定安打造成
新興工業基地；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
級，以集約化、精細化、設施化、品
牌化、生態化建設為重點，把定安打
造成城郊型綠色高效農業基地。通過
「一城三地」發展戰略，定安將被打

造為文明定安、生態定安、富裕定
安、幸福定安。

今年定安縣重點項目包括計劃竣
工、續建、新開工和儲備的重大項目
共有 77 個，總投資 462.6 億元，今年
完成投資 71.8 億元。投資 3 億元的定
海大橋徵地拆遷工作正在順利進行，
可望於 8 月份動工開建；佔地 150
畝、總投資 3 億元位於定城鎮仙溝居
委會的美食一條街將於下半年動工；
總投資46億元的海南文化博覽園項目
等幾個大項目，也將於近期實質性啟
動；佔地25平方公里的南麗湖國家濕
地公園項目已獲國家發改委審批通
過；定安縣的大民生項目 「百里百
村」鄉村遊項目的成批配套工程正在
推進當中。韓勇表示，定安縣正在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積極實現科學
發展綠色崛起，建設定安人民的美好
家園。

產業轉型 綠色崛起

定安縣位於海南島東北部內陸，
南渡江中下游南畔，東鄰文昌，西靠
澄邁、屯昌，南與瓊海交界，北距省
會海口市33公里，全省東線、中線和
兩橫幹線公路貫穿轄區內東南西北地
區，交通快捷便利。全縣現轄 10 個
鎮，108個村委會，14個社區，839個
自然村，3 個國有農場，1 個國有林
場，總人口 34 萬，土地總面積 1189
平方公里。

定安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文
字記載的歷史可上溯到秦代，曾設南
建州建制，管轄半個瓊州島。定安地
靈人傑、人才薈萃，先後養育了明代
禮部尚書王弘誨，明清兩代海南唯一
的探花郎張岳崧，還有清代大理寺正
卿王映斗等歷史名人，享有 「一里三
進士」、 「父子進士」、 「公孫舉
人」的美稱。定安文化遺產豐富，名

伶輩出，是著名的 「瓊劇之鄉」。
旅遊資源豐富，定安坐擁瓊北地

區最大的人工湖——南麗湖，湖區氣
候宜人，風景優美，為天然大型 「水
上公園」，2010年，南麗湖新批為國
家濕地公園。集美景、美食、美人為
一體的 「百里百村」，被譽為海南最
美的鄉村公園，其範圍內有南建州古
色文化、久溫塘火山冷泉、翰林亞洲
榕樹王等豐富的優質旅遊資源。

農業資源獨特，定安黑豬、四季
鵝、花生油、粽子等農產品聞名島內
外、富硒土壤面積廣闊，佔全縣土壤
面積的 50%，生產出來的聖女果、豆
角、芋頭梗、蘿蔔、南瓜葉、大米等
本地農副產品，味香、口感好、營養
豐富，食用有益健康，富硒產業鏈和
品牌逐步形成。

秀美山水 悠然桃源

國家濕地公園南麗湖

道教南宗宗壇文筆峰 熱帶富硒火山冷泉

坡寨羊肉火鍋

翰林豬手

定安黑猪骨頭野菜湯

亞洲榕樹王

定安炒粉

第三屆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節將於6月21日—23日
舉行，吃美食、唱瓊劇、打排球、賽龍舟、遊古鄉、泡冷
泉、問道文筆、養生麗湖……定安縣政府通過搭建端午美食
文化節平台，將美食和美景有機結合，吸引眾多旅遊、美食
愛好者到定安品嘗特色美食，讓眼睛與舌尖一齊行走在定安
絢麗奇特的仙境裡。

迷人的 「百里百村」 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