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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摊开海南岛地图，因为似一
双灵动的眼眸，陵水黎族自治县
的黎安潟湖、新村潟湖可轻松辨
认。长久以来，包括疍民在内的
当地居民依托潟湖生产生活。如
今，“双眸”所在区域成为国家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
“海洋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

2018年底，中国国家发改委、
自然资源部联合下发关于建设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通知，支持
14 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陵水是海南唯一入选获批的市县，
该县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
验区”作为申报单位，获批设立“在
园区的示范区”。

陵水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总
面积约 65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
积约 40 平方公里，潟湖水域面积
约 25 平方公里。空间开发格局为
“两湖两岛”（“两湖”指新村
潟湖和黎安潟湖，“两岛”指分
界洲岛和南湾猴岛）。

根据《海南陵水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草案）》
（下称“《总体方案》”），陵
水结合示范区自身发展基础和条
件，力图将示范区打造成为海洋
旅游与文化高度融合发展示范区，

“旅游 + 信息”协同发展示范区。
其中新村潟湖及其腹地以旅

游业为主导产业，以疍家文化、
休闲渔业建设为特色，打造特色
海洋服务业；黎安潟湖及其腹地
重点发展滨海度假、文博艺术、
高端康体、体育彩票等现代服务
业和创意产业。分界洲岛发展成
为集观光、潜水、探险和度假于
一体的综合性高端海岛型旅游度
假胜地；南湾猴岛打造成为以猕
猴主题旅游为核心，疍家文化为
辅的人、猴与生态景观相互融合
的生态型综合旅游度假岛。

据了解，陵水建设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具有资源环境、产业
发展、海洋文化、政府财力“四
大基础”。

位于“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的陵水拥有 118.57 公里海岸线，
管理海域面积 1898.9 平方公里，
具有海域、海岛、海湾、沙滩、
潟湖等海岸地貌和海草、红树林、
雨林、鱼类等资源。

海洋产业发展上，涉海旅游
陵水拥有分界洲岛、南湾猴岛、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先导
性项目“富力海洋欢乐世界”累
计投资完成 45 亿元（人民币，下

陵水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是
海南省第一个游艇产业特色小镇。

当前，该小镇利用海南愈加
开放的政策优势，探索打造游艇
产业全链条，引领和推动海南游
艇产业发展，并通过全民航海中
心、超级游艇中心等具体举措，
促进游艇休闲全民化。

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位于拥
有 12 公里海岸线的陵水清水湾旅
游度假区。清水湾游艇会负责人
张大鹏介绍，清水湾游艇码头设
计有 780 席国际标准泊位，现已
建成 299 个泊位，是亚洲最大的
游艇港之一，是海南省第二个可
进出境外游艇的口岸，并完成了
中国首个实质性游艇自由行试点。

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多种滨水
休闲度假业态的综合体，清水湾
国际游艇小镇正在剥离游艇俱乐
部“奢华”的传统标签。“一言
以蔽之，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就
是围绕降低门槛而做。”张大鹏说，

游艇特色小镇首先是营造全民航
海的氛围。“我们专门采购了十
艘双体帆船，以此为基础成立全
民航海中心，客人花一两百元就
可以出海进行帆船实操体验。”

小镇还在降低游艇进出及锚
泊的门槛。按现行政策，境外游
艇入境需缴纳一定数额的入境担
保金，清水湾游艇会依靠雅居乐
集团财力，推出为入境游艇提供
担保的服务；此外游艇的锚泊、
补给等相关费用也都颇具性价比。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 6 月对外
公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琼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
案》，明确对港澳游艇在海南自
贸区进出、航行、停泊、旅游等
方面推行便利化监管措施。陵水
清水湾游艇会码头入选首批指定
的游艇停泊码头。

“当然我们要继续打造高端
标准，提供高端服务。”张大鹏
介绍，为对接“琼港澳游艇自由

行”政策，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
在推进超级游艇中心建设。“我
们目前有七个大型泊位，可以停
靠一百英尺以上游艇，计划在此
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为港澳来的
超级游艇提供服务。”张大鹏透
露，游艇会计划在 2021 年引进 68
米长的超级游艇，在这个过程中
将推动小镇软硬件设施的提升。

“海南有多个游艇码头，相
比之下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张
大鹏说，在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内
的清水湾海域开阔，坡缓水清，
200 米海域内水深不过 2 米，全年
都适合进行海上运动。沙滩则细
软柔和，因为踩起来吱吱作响，
被称作“会唱歌的沙滩”。同时，
清水湾还有多个高端居住社区、
酒店、高尔夫球场及完善的商业
配套。张大鹏认为，相对乘坐游
艇观光休闲，清水湾海域更有可
玩性，“扬帆出海、撑杆海钓是
很多海洋爱好者的必选项目”。

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透
露，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聚
集海内外优质资源和高端人才，
该县制定实施了加强引进外资的 8
条措施，吸引企业投资兴业。

陵水加强引进外资的 8 条措
施具体包括：扩大外商投资准入
范围、引导外资投向重点产业领
域、加大政策扶持奖励、构建良
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外商投
资环境、设立法定招商机构、强
化重点产业项目库建设等。

据了解，陵水围绕海南建自
贸区（港）的战略定位，引导外
资主要投向“三大领域”（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四大平台”（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九
个重点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互联网、医疗健康、海洋、金融、
会展、教育、文化、体育）。

政策扶持奖励方面，对境外
世界 500 强企业在该县设立一级
子公司或设立二级子公司且承
诺 5 年内不迁出的，年实际外资
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新项目（房地产、
金融业及类金融项目除外）、超
过 3000 万美元的增资项目和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
区总部，落实省财政奖励政策后，
陵水将按照 1 比 0.25 的比例给予

配套奖励，单个项目一次性最高
扶持不超过 500 万元。该县还将
积极支持陵水外资企业在国内主
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境外
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以及进行股权
融资，享受有关扶持政策，并给
予相应财政补贴等。

此外，该县将加快建立海南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推动陵水有
条件的企业境外上市；全面推行
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和工商登
记“一口办、办到底”，全程代
办制和“不见面审批”；设立陵
水国际经济发展局，承担国际招
商推介、招商代理、引进外资等
职责，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
业化的招商运营机制等。

陵水新村港拥有二十多平方
公里水域面积的天然泻湖，这相
当于 30 个故宫的占地面积。泻湖
内，成片渔排浮在水面。世代以
水为伴的疍家人筑屋渔排上，形
成了一座浮动的“威尼斯城”。

如今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转型
升级产业，越来越多过着“两栖”
生活的疍家人走向深海。

“二百多年前疍家人祖先浮
海而来，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都住在锚泊港的船上。”今年 74
岁的郭世荣是“疍家调”陵水县
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渔船里出
生的他整个童年时光都是在船上
度过，直到 15 岁那年，郭世荣家
才开始在港边的沙滩上建高脚屋。

“潮水的落差有一两米，涨
潮的时候水紧贴着那个房子的地
面，房子就像直接建在水面上，
直到退潮才露出高脚屋的本来面
目。”郭世荣回忆道，最多的时候，
两百多栋木制高脚屋被密密麻麻
建在新村港边。

因为火灾隐患等诸多因素，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当地政府的
号召和安排下，船上及高脚屋里
居住的疍家人全部上岸，在离岸
边几百米的新村划地建房。最终
聚村成镇，是为“新村镇”。

水边高脚屋消逝，新房渐次
盖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岸
上发生剧烈变迁之时，新村港泻
湖水面上的景观也在发生着变化。
郭世荣说，六七十年代机械化作
业试验成功后，自此港内“哒哒”
的柴油发动机之声不曾停歇。

“因为养殖渔排的引进，泻
湖内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八十年
代。”陵水县新村镇文化站负责

人郑石养介绍，因为养殖成功并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渔排迅速
占据水面。统计数据显示，新村
港有近千家养殖渔排。这些规格
大同小异的渔排以塑料桶、泡沫
等材料做浮子，绑上木板隔成“田”
字形的一个个养殖笼口。笼口里，
养殖有石斑鱼、金鲳鱼、军曹鱼
等品种。笼口之上，则是渔民们
居住的小木屋。

泻湖的水质也在随之起着变
化。因为渔排养殖、周边鱼虾塘
养殖等人类活动不断增加，新村
泻湖水生态环境屡屡亮起红灯。

鉴于此，陵水近日启动新村
泻湖养殖渔排清理拆除工作，新
村港又一轮变迁正在进行中。“我
们在泻湖内划有禁养区、限制养
殖区和适合养殖区。在禁养区内
的渔排我们要坚决清理，限制养
殖区和适合养殖区的渔排也会做
合理的规划与控制，既要保护环
境，也使得这种传统民居能更好
地传承下来。”新村镇副镇长王
仕伟说，政府部门意识到渔排不
仅是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所，
也是当地疍家文化的一种展现。

“几年前我就响应政府号召，
到海上开展深水网箱养殖，网箱
有实时视频监控，海上一有情况
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管理很方
便。”因为从“两栖”变为“遥控”，
林芳海率先同意拆除自家在泻湖
内的渔排。

王仕伟介绍，新村镇将借助
陵水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东
风，在南繁渔苗基地、海洋牧场
建设和深水网箱养殖等产业上发
力，帮助更多村民转产转业。
� 文 / 王晓斌、陈思国、陆轩

陵水探索海洋旅游+
点亮海南国际旅游岛“双眸” 打造海洋经济示范区

走近大众、服务高端 海南首个游艇小镇促游艇休闲全民化

一次性最高奖励 500 万元 陵水制定措施加强引进外资

陵水新村疍家人: 从“两栖”生活走向深海

▲暑期到来，陵水迎来八方避暑游客。� 童国强 摄

▲图为清水湾游艇码头。� 清水湾游艇会供图

▲经过十余年的珊瑚保育，陵水分界洲岛海域成为珊瑚、鱼群、螃蟹、
海螺等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海洋牧场已成规模。预计到 2025 年，陵水
海洋牧场建设面积达到 1255 公顷，新建成双帆石海洋牧场、陵水湾海
洋牧场、南湾猴岛海洋牧场等 3 个海洋牧场。� 孙少武 摄

同），麦迪卡斯水上乐园等场馆
已建成并启动试运营；渔业方面，
陵水逐步推进海水养殖、捕捞业
转型升级，引入中船重工、北大
青鸟合作开展“智能渔场”深水
养殖项目；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方
面，中国电科海洋信息产业陵水
基地已初步成型，年产值达3亿元。

海洋文化方面，几百年前浮
海而来的疍家人在陵水形成了别
具风情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
语言歌调等疍家文化。

“我们将综合考虑区位、资
源、环境、人文要素基础，大力
构建以海洋旅游业为主导，以海
洋文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支撑
的特色海洋产业体系，建成产业
布局合理、集聚效应明显、国际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试
验示范作用突出的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陵水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总体方案》还列出了近两年
示范区的具体建设目标：到 2020
年，海洋产业总产值达到 46 亿元。

滨海旅游业产值达到 27.6 亿元。
近岸外海海域水质达到一、二类
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比 90% 以
上，近岸外海海域环境功能区监
测站位水质达标率达到 95% 以
上。直排海工业企业和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厂污水排放达标率达到
100%。建设不少于 80 家各种层次
的旅游酒店，设立 9 处以上免费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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