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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迎自贸港建设新契机

【侨报讯】中共文昌市委书记
钟鸣明近日表示，过去的一年多来，
海南文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文昌国际航天城规划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实体经济发
展、营商环境优化 、生态文明建
设等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建设
海南自贸港作出了积极的文昌贡
献。

据 了 解，2019 年， 文 昌 地 区
生产总值 257.02 亿元人民币，增长
5.2%。固定资产投资 211.89 亿元人
民币，增长 5.8%，增速在东部市县
排名第一。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被列为
自由贸易港政策“早期安排”的
园区，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
导性项目。文昌推进 117 个项目，
62 个集中开工。海文大桥、文琼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文临高速公
路开工建设。开通 5 个 5G 基站，
实际利用外资 1943 万美元，增长
149.7%。

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年”活动，
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二十条举
措，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设迈
上新台阶。在海南省率先实现市场
准入阶段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一

日办结”，130 项涉企行政审批事
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文昌市
新增市场主体 11969 户，注册资金
1574 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 134%
和 157%。

此外，宋氏祖居、铜鼓岭景区、
春光椰王谷获批中国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

钟鸣明指出，今年是海南自贸
港总体方案实施之年。4 月份文昌
国际航天城起步区实质性启动建设
了，这是海南、更是文昌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和千载难逢的
机遇。而突如其来的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市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冲击，
在抗击疫情这场斗争中，全市上下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推动文昌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
会发展逐步恢复正常。今年文昌在
全市开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
作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的“一转
变两提高”专项活动，与之前的“作
风建设年”“营商环境建设年”形
成作风转变的“三奏”，进一步营
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未来，文昌要聚焦三
大重点产业、新基建等市政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以需求为导向，攻

坚项目包装、招商、签约、落地、
建设等。

钟鸣明强调，文昌以润民生为
要，在增进百姓福祉上更显担当。
文昌将围绕扶贫攻坚、“双创”、
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社
会治理等民生实事和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推动民生问题优先解
决。文昌要发扬“扎根守土、坚韧
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凝
心聚力，砥砺前行，奋力开创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新篇章，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文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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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支持和鼓励华侨中青年人才回乡创新创业

侨乡文昌凭借航天牌打造空间科技创新产业

开放创新为擎 文昌着力招商引资
▲文昌乡村民宿鹿饮溪。� 摄 / 李双喜

▲文昌市文城镇的文南骑楼老街。� �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侨报讯】海南文昌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今年
五月举行。记者获悉，文昌将创新
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建
设国际离岸创新创业中心，支持和
鼓励华侨中青年人才回乡创新创
业。

文昌市长王晓桥表示，文昌今
年将创新“候鸟型”人才引进和使
用机制，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
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柔性引才。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努力打造一支适
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素质干部人
才、重点产业人才、农村实用人才
队伍。创新人才服务机制，鼓励和
支持企业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博士
社区、院士社区等高端人才社区，
为人才提供落户、住房保障、子女
入学、就医社保等“一站式”服务。

王晓桥称，文昌将完善海南自
由贸易港政策下的招商引资策略，
大力开展“招商年”活动，强化航
天航空领域招商、产业链招商、服
务业招商、产业基金招商，创新招
商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促进项目
尽早落地建设。鼓励大型企业在文

【侨报讯】海南知名侨乡文昌
市市长王晓桥在今年 5 月上旬在文
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上表示，文昌今年将做好与海
南自由贸易港政策配套的重点产业
目录编制工作，打造空间科技创新
产业，重点围绕卫星应用、空间科
学与探测，发射自有卫星或合作卫
星，并利用卫星资源开发相关应用
项目。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中国首个滨
海发射基地。近两年，文昌编制完
成《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概念性规
划》《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成功发射海
南首颗商业卫星“文昌超算一号”
和海南首颗商业通信卫星“文昌物

【侨报讯】2020 年，文昌将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文昌国际航天
城，打赢三大攻坚战，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工作。

据悉，文昌将深化制度创新，
加快推进以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为
重点的各项改革。打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培育形成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
的市场环境，力争年内新增市场主
体 1.5 万家以上。

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完善自由
贸易港政策下的招商引资策略，开
展“招商年”活动，强化航天航空
领域招商、产业链招商、服务业招
商、产业基金招商，创新招商方式，
提高服务水平，促进项目尽早落地
建设。鼓励大型企业在文昌设立总
部，通过政策奖励支持总部经济发
展。更加注重项目引进质量和发展
效益，把“行业领先、技术含量高、
亩产效益好”和“更加注重引进外
资”的要求落到实处。

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为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强本固基。发展全域
旅游，构建“大旅游”格局。办好
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创新办好电
影节、音乐节、购物节等节庆活动，
发展“夜经济”。加快推进文昌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龙楼航天旅游消
费中心、华侨体育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推进一批国际特色商业街和旅
游驿站建设，谋划建设铺前门户旅
游消费中心、会文门户旅游消费中
心。加快推进官坡湖海绵公园、铜

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宋氏文旅小
镇、东郊椰林景区、F2 赛车体育
小镇、文昌南海岛国际游艇消费中
心等项目建设。提升旅游设施和旅
游要素国际化水平。发展旅游和商
业房地产，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扩大文化、
教育、体育、旅游等消费，深入推
进康养与医疗卫生、护理、休闲、
旅居等产业相结合。大力引进和发
展研发、设计、物流、维修等生产
性服务业。

壮大新型工业。重视建设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
链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智
慧文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引
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推进约亭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年内开工建设项目
20 个以上，年度投资额 30 亿元人
民币以上。加快推进“春光椰王谷”
食品工业文化旅游综合体、热带棕
榈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集成科研基
地建设。推动福耀硅砂科技综合产
业项目开工建设。发展椰子加工业，
提高附加值。

培育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渔业
转型发展，鼓励渔民“往岸上走、
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支持
深海网箱养殖和休闲渔业发展，建
成冯家湾海洋牧场。加快建设冯家
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区，支持泰国
正大集团、广州海大集团建设产学
研基地。推动铺前现代渔业合作产
业示范园开工建设。谋划建设文昌
清澜国际港区，强化对外货物运输、
装卸、仓储、贸易功能，大力发展
金融服务、贸易展示等高端港航服
务业，打造国际智慧航运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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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设立总部，通过政策奖励支持总
部经济发展。发挥侨乡优势，高质
量办好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打造
南海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开放先导
区。持续实施“回归工程”，用心
用情吸引华侨回乡投资置业和带动
海外优质企业到文昌落户。

此外，文昌还将加快推进文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龙楼航天旅游
消费中心、华侨体育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积极推进一批国际特色商业
街和旅游驿站建设，谋划建设铺前
门户旅游消费中心、会文门户旅游
消费中心。 文 / 张茜翼

联一号”，建成资源环境监管大数
据服务平台，在海南率先将航天超
算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运用到
生态环境监管领域。航天国际影视
中心、杭州数亮科技公司大数据指
数项目等航天数字经济产业项目落
地运营。

王晓桥表示，今年，文昌将加
快推进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暨航天大
数据产业集 群项目、海南
北斗自由 流 智 慧 交 通
项 目， 开工建设文

清澜晨曦。
� 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昌航天金融服务小镇、中关村大学
科技园联盟文昌科创谷孵化器项
目。

王晓桥称，文昌将制定商业航
天发展相关规划，量身定制发展商
业航天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民
营企业参与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链。
争取启动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引
进企业推动航天主题公园建设。加
快布局航天科技创新产业，吸引一
批航天企业区域总部、航天科研院
所分支机构落户文昌。

据介绍，文昌支持航天领域科
研、装备制造、信息设备、新能源、
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延伸航天领域
高端产业链。
 文 / 张茜翼

▲

北京时间 5 日 18 时，
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
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
舱 试 验 舱， 在 中 国 文
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
空。� 摄 / 骆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