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海南专版 2019年7月4日

抓自贸区 （港） 建设机遇
儋州打造海南西部五大中心

海南在全力推进自贸区（港）
建设，儋州市提出全力打造海南西
部“五大中心”——教育中心、医
疗中心、文体中心、消费中心和服
务中心的新战略，使建设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定位具体化、功能化、项
目化。

2018 年，在中国国务院印发海
南自贸区总体方案后，儋州市首先
到香港举办招商推介会，引进“跨
境说”网络科技公司、周大生珠宝
儋州总部基地以及安永（中国）企
业咨询公司、艾奕康有限公司等境
外企业与项目。据统计，2018 年
儋州市共组织参加“海南省引进外
资项目洽谈会”等招商活动 6 次，
签订框架协议 18 个、协议投资 418
亿元；全年实际引进利用外资折合
人民币 2.92 亿元，增速海南省第一。

“去年 11 月和儋州市政府在
香港签约，前期落地阶段与政府对
接、选址过程中，能充分感受到儋
州市政府服务的高效率。” 周大
生（香港）珠宝有限公司儋州国际
珠宝企业总部基地负责人张文波告
诉记者，企业非常看好儋州在自贸
区（港）条件下的发展前景，希望
借助区位、政策等优势，布局面向
境外的国际珠宝企业总部。

当前，儋州市以“五大中心”

为指引发力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儋州市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前
5 个月儋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排名
海南第一。同时该市以“消费中心”
建设为重点，总投资达 90 亿元，
预计未来两年将形成一大批项目产
能。

“五大中心”清晰定位，儋州
市正在加快完善各项基础设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2018 年该市生产
总值增长 7.5%，总量跃居海南省
第三，增速全省第二，剔除房地产
业后增长 8.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今年第一季度，儋州市地
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增速分别比海南全省快2.3、
47.3、0.6 和 25 个百分点。

儋州市正在对标高标准，加快
城市功能提档升级。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副院长周永梅介绍，该院拥有 
1600 张床位，计划于 2022 年全部
竣工，同时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合作，由其派出专家组进行技术支
持 ，将承担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试点改革，建设成为集科教研为
一体、辐射西部的三级甲等医院和
区域医疗中心。

在教育领域，除基础教育的提

【侨报讯】盛夏时节，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三期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来自上海的施工单位
加班加点推进工程进度。这个定位三级甲等医院建成后，
将为海南西部 300 万人提供医疗保障。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儋州渐成投资热土

中外游客情系儋州美食 ：以食为媒传友情

儋州乡村脱贫振兴路 ：
百花齐放中的“特”“精”“准”

▲万（宁）洋（浦）高速儋州段正在施工中。� 儋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儋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2019第三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上展示的各种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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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讯】在海南建设自贸区
（港）的进程中，优化营商环境成
为重中之重。儋州市通过优化机构
设置、对标国际水准、深化“放管
服”改革等为主线，加快落实市场
化改革各项政策措施，使市场活力
不断激发，境内外企业纷纷落地。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
力、提高竞争力。”儋州市长朱洪
武介绍，儋州在机构改革中，首设
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营商环
境建设局）系统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该局副局长陈慧敏说，目前儋州市
与安永合作编制《儋州市营商环境
评估与优化提升报告》，对标世界
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和海南省优
化营商环境 40 条措施找准差距，
推进制度改革创新。

在位于儋州市南丰镇的嘉禾现
代休闲农业观光园项目外，一块名
为“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派驻嘉禾观
光园检察工作站”的牌匾格外醒目，
“投资有了法律保驾护航，企业更
有底气。”该项目总经干卫军说，
在项目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儋州市
各级部门主动上门服务，倾听企业
心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检察工作站是儋州市纵深推进
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体现。除此之
外，该市还探索设立政府主导产业

【侨报讯】粽子、米烂、猪肠
馍、五色饭……端午节期间举办的
2019 第三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
游美食博览会上，当一样样本地小
吃摆上台时，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
生成龙和朋友们立刻围了过来，数
十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名吃让众人大
开眼界。

“长坡米烂洛基粽，王五狗肉
香透胸。马井红鱼香破釜，排浦薯
香吃肚膨。”儋州美食风味独特，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
该市以美食文化为引领，通过培育
一系列的美食品牌及节庆活动，推
动农产品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
发展，以美食为媒加强对外文化交
流。

中国烹饪协会专职副会长李亚
光对儋州美食给予赞誉，“儋州美
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制作精细，
风味独特。”如何打好美食文化这
张牌，对儋州旅游意义重大。

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副局长杨剑说，儋州是北部湾重要
节点城市，美食是该市的城市名片
之一，儋州希望通过美食扩大影响，
同时带动住宿、参观、购物等其他
旅游元素。

儋州市美食行业协会会长侯群
英介绍，随着健康绿色的餐饮观念
逐步深入人心，以食材原生态、绿
色健康为特色的儋州饮食受到市场
欢迎，“随着企业走出海南进行餐
饮文化推广，可以明显感觉到近两
年儋州美食热度越来越高。”

“儋州美食越来越有名气，企

【侨报讯】儋州市大成镇新风
村委会明理村村民符可令不曾想
到，她会从一个农民变成一名工人。
2018 年，一家建在村中的编织袋厂
促成符可令身份的转变，她为一家
石化企业生产的瓶级聚酯切片加工
包装袋。

同符可令一样，新风村委会的
数十名村民在此工作，他们加工的
包装袋计件付酬，平均一天可以赚
到 120 元（人民币，下同），在入
厂当年，其中的贫困户顺利摆脱贫
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海南全
岛建设自贸区（港）的应有之义。
目前海南进入脱贫攻坚的决胜阶
段，儋州市正以制度和政策创新为
突破，消除贫困人口，激发乡村经
济活力。

新风村曾是儋州市的深度贫困
村，这里虽风景优美但产业单一，
农民多以橡胶种植为收入来源，“过
去一年割胶期 7 个月，每天收入 30
到 50 元。”符可令说，过去月收
入只有 1000 元左右，遇到小病也
不敢休息。

针对农村贫困问题，儋州市创
新精准扶贫思路，由市领导担任扶
贫大队长，抽调上千名优秀干部专
职驻村扶贫。同时，儋州市通过培
育发展扶贫产业、鼓励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多种手
段，不断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解决贫困户增收问题，确保贫困户
有稳定增收。

新风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川介
绍，目前该村通过发展竹狸养殖基
地、野猪养殖合作社、编织袋厂、

木业加工厂等产业实体带动农民增
收，在竹狸养殖基地，2017 年入股
的 97 名贫困人员已全部脱贫。

儋州市编制《儋州市农村脱贫
攻坚“十三五”规划》，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和农村低保对象学生、农村特困供
养学生教育资助政策的通知》等文
件，涵盖了十大扶贫工程、资金整
合使用等方面，让脱贫有实效。

有脱贫做基础，儋州市正在举
全市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该市
实施《百镇千村建设行动计划》，
打造兰洋温泉康养小镇、白马井渔
港风情小镇、排浦滨海风情小镇等
3 个特色产业小镇，建设不少于 20
个星级美丽乡村和 2 个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儋州市兰洋镇党委书记赖小灵
告诉记者，该镇已邀请专业机构做
6 平方公里的温泉康养小镇规划，
谋划高端养生医疗度假项目，发展
大健康产业。同时，儋州市开展制
度创新，成立国有乡镇投资公司，
立足镇村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以
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发展健康
养生、休闲旅游、民俗文化等产业，
以共享农庄为载体，提升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新风村又有新的发展方向，未
来将建成集“民宿 + 特色农业 +
驿站文化 + 文创书屋 + 就业帮扶
站 + 休闲会展会议 + 特色乡村伴
手礼”为一体的美丽乡村旅游综合
体，该项目探索“政府引导、国企
保障、农民参股、社会资本运作”，
为农民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促进
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
业信贷支持力度；灵活确定工业用
地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供
应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人才培训
和实践基地，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继
续落实降费减税政策，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建立跨部门涉企政策“一
站式”网上发布平台，为企业提供
便利的政策信息服务。

与此同时，儋州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儋州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目前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由
1000 余项减少为约 150 项，公共服
务事项减少 19.1%。儋州市探索设
立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建立外
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和工商登记工
作服务制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机
制，打造“互联网 + 监管”“大数
据 + 监管”事前诚信承诺、事中评
估分类、事后联动奖惩的全链条信
用监管体系。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海
南自贸区（港）建设以来，儋州市
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加大
项目对接洽谈力度，近 150 批次的
境内外企业前来考察洽谈、对接项
目，达成投资意向近 20 个。儋州
市开发了招商管理信息系统，完善
招商项目、签约项目、目标企业等

信息资料，实现对企业、项目的全
程跟踪服务，提升招商服务效果。

受益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儋州
市多个经济增长点正在培育壮大。
近 200 家企业入驻互联网产业城，
沃尔金顿玻璃深加工、华盛新人造
板、富森木业科技等一批投资超亿
元制造企业建成并投产。今年第一
季度儋州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40.9%，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3.0%，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81.3%，比上
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陈慧敏表示，儋州市将设立“企业
服务中心”，探索实施企业投资项
目政府无偿代办制度，为企业提供
精准化、一站式服务，为重点企业
提供“一企一政策包”上门服务。

“各企业可放心在儋州加大投
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儋州
市委书记袁光平说，随着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儋州必将成
为海南西部地区最具潜力的投资开
发“价值洼地”。儋州将进一步提
高办事效率，为企业解决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良好的
治安环境、营商环境、发展环境，
帮助企业做强做大，助推儋州经济
社会发展。
 普林斯 / 文

质升级外，儋州市积极引进高等院
校落户。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电影学
院定位于向海南影视、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该项目主管关义宝介绍，
学院总用地面积约 708 亩，总建筑
面积 30 万平米，建成后容纳在校
师生 8000 人，将填补海南尚无独
立的影视艺术高校的空白，促使人
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实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区域深度合作方面，儋州探
索加强与洋浦“港城融合”“产城
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两地联
动发展。与此同时，儋州实施全方
位立体化开放通道，研究支持“一
带一路”国家在儋州市设立各类服
务机构；主动走出去，与“一带一
路”国家和自由贸易园区在投资、
贸易、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开
展交流合作。

儋州市长朱洪武表示，未来儋
州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发展旅

业也尝到甜头。”儋州小晓食品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吴淑燕说，主导
产品端午粽子、跑海鸭蛋等特色农
产品近年来销量持续提升，网络下
单和旅客现场购买是主要方式。

依托特色美食，举办了三届的
旅游美食博览会延续丁财两旺势
头。据统计，今年该活动总观展人
数较上届增长 106%，现场总交易
额增长 78.8%。同时，活动也带动
儋州端午旅游，节日期间共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 45%，旅游收入同比增
长 21.83%。

杨剑介绍，儋州已推出美食形
象大使“苏小坡”，以其活泼可爱、
幽默睿智的形象引领游客领略儋州
美食美景，探寻儋州文化内涵。此
外，还在编写《舌尖上的儋州》丛书，
对本地美食进行系统梳理介绍。

杨剑表示，作为海南西部中心
城市，儋州市将制定出台《儋州市
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和《旅行
社组团到儋州奖励办法》，通过投
资、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引导优质社会资本
投入大型旅游综合体、旅游度假区、
特色风情小镇、主题公园、高品位
步行街、婚庆旅游等旅游业态。

儋州市长朱洪武表示，儋州在
推进自贸区（港）建设的新征程中，
希望通过美食文化的载体，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交流，搭建北部湾城
市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交流合作的平台，培育文化和旅
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为海南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儋州加快建设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助力。 乐之 / 文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为主导，重点围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和海洋产业，推动精准招商，
做活区域经济。

“目前，儋州已将西部中心城
市的定位具体化，全力打造‘五大

中心’，同时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提升对外综合交通通达能
力和对内交通通行水平。”儋州市
委书记袁光平表示，儋州市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踏实干好工作，为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贡献儋州力量。 王子谦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