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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万宁筑巢引凤建设自贸港

中国国家冲浪队扎根 万宁冲浪 + 旅游显生机

兴隆咖啡老品牌
玩出私人定制新花样

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侨乡万宁
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围绕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旅游业、医疗健康产业
等四大产业，着力推进 个园区建
设，通过集成创新的方式，着力改
善营商环境，加大吸引人才力度，
加快招商引资进程，一批项目签约，
落地开工。
 

  “店小二”用情服务人才
万宁以事业筑巢引凤，吸引引

才，找准人才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结合点，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以“店小二”“勤务员”的服务精
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据万宁市委人才发展局陈江局
长介绍，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万
宁人才总量为 60649 人，其中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 3126 人，专业技术
人 才 12999 人。2020 年 上 半 年 新
吸引人才 344 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15.4%。

万宁首先从优化机制体制入
手。看准候鸟人才的潜力，出台《万
宁候鸟人才管理办法（试行）》《万
宁市紧缺人才目录（2020 年）》《万
宁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认
定管理办法》等政策，筑巢引凤。

“走出去”，万宁市委人才发
展局到候鸟人才工作站、重点企业、
有关职能局了解情况；“请进来”，
邀请人才代表、用人单位负责人、
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座谈、协商，
摸清人才现状，针对性提出解困之
策。

以“情”留人，用心服务。制
定了重点企业人才服务专员和全市
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方案，按照行
业和重点领域的分布，组建了全市
人才联络员队伍，落实好人才政策，
为人才在住房补贴发放、购房优惠、
落户、入境手续办理、专业技术资
格认定等诸多方面需求提供好服
务。 

万宁坚持引育并重，既扩大引
进人才增量，也提升存量人才质量。
通过培训，实施南海育才计划，尤

【侨报讯】在海南日月湾，洁
白细柔的沙滩，湛蓝清澈的海水。
海面上，一两米高的海浪一层层地
向岸边席卷而来，在海面上激出白
色的浪花。近年来，中国国家冲浪
队的扎根，让万宁日月湾的影响凸
显，逐渐发展成知名冲浪胜地。

冲浪运动逐渐兴起
日月湾位于万宁礼纪镇，海湾

多出现偏东南、东北浪，海水年平
均温度 26.5℃左右。由于地处热带、
亚热带交汇地，这里的海面更显刚
硬壮阔，年平均浪高为 1 米至 2 米，
十分适宜冲浪。

国际奥委会于 2016 年正式将
冲浪纳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比赛
项目。次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与万宁市政府签订
国家冲浪队冬训基地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最大的冲浪训练基地在万
宁日月湾建成。

国家冲浪队领队兼海南队主教
练马福来说，2006 年，海外一些冲
浪爱好者发现了万宁日月湾这个优
质冲浪点，自发前来，带动了当地
一批中小学生学习冲浪。随后日月
湾产生数家俱乐部，这一水上运动

遂慢慢兴起。
从 2010 年至今，万宁日月湾

举办过多次世界冲浪大赛，让这里
的冲浪氛围愈加浓郁。2012 年，万
宁市政府出资鼓励组建冲浪少年先
锋队，从周围村庄挑选出有天分的
孩子加以训练。

生长于日月湾附近礼纪镇田心
村的董可馨没有想到，一块小小的
冲浪板竟改写了她的命运。“接触
冲浪之后，让运动跟大自然融合，
我很放松和自由，冲浪就由爱好变
成了职业。”在 2018 年全国冲浪
冠军赛上，董可馨获得女子短板项
目冠军。

如今，在日月湾有 10 个全国
省市冲浪专业队。马福来说，国家
冲浪队有 5 个海南黎族孩子，他们
“很能吃苦”。在去年举行的第二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海南队共夺
得 14 块金牌，其中一半来自冲浪
队。国家队的水平从刚开始的不入
流，到现在已经能和欧美强队一较
高下了。

冲浪者慕名而来 带火旅游业
日月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冲浪

运动爱好者慕名而来。今年“十一”

【侨报讯】咖啡“私人定制”、
咖啡主题菜、“咖啡 + 旅游”……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有着数十年
历史的兴隆咖啡老品牌玩出“新
花样”，变得时尚起来。

在海南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
经济区，当地人对咖啡有着独特
的情感，爱喝咖啡是大多数兴隆
人的习惯。在常住人口仅 3 万多
人的兴隆拥有 200 余家咖啡馆。

上世纪 50 年代起，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来到兴隆华
侨农场，他们将咖啡种植技术、
制作冲泡技术以及喝咖啡的传统
带到这里，并逐步影响当地民众。
兴隆地区成为海南的咖啡主产区
之一。

“兴隆人的一天，从一杯咖
啡开始，以一杯咖啡结束。”兴
隆“归侨老故事”咖啡馆老板吴
海民是马来西亚归侨的后代，他
的爷爷上世纪 20 年代曾在马来
西亚开咖啡店，回中国后在兴隆
种植咖啡。吴海民从小就深受兴
隆咖啡文化的影响，“常常看家
人摘咖啡、炒咖啡豆、磨咖啡粉，
从小就闻着咖啡的香味长大”。

吴海民介绍，传统兴隆咖啡
在炒制过程中加入牛油、盐和白
糖，口感香浓、醇厚，但已有些
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他的
咖啡豆处理技术则有所改良。

吴海民由传统的自然晾晒
法，拓展到黄蜜、红蜜、黑蜜、
红酒处理等方式来处理咖啡鲜
果。此外，他尝试高温滑豆、恒
温下锅、二次烘焙等手法，以唤
醒咖啡的不同风味。在他的咖啡
馆，展示着麦香、浓香、葡萄干、
青苹果等十多种风味的咖啡豆。

吴海民手冲的咖啡香味醇
厚，苦味甚少。冲泡过程中，他
介绍道，不同手法、水温对于咖
啡的味道有着不一样的影响。每
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私
人定制”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

近年来，“咖啡 + 休闲旅游”
成为当地旅游的新方式。游客们
来到兴隆，不仅能在街头巷尾的
咖啡馆品尝咖啡，还可以到咖啡
园体验 DIY 手冲咖啡、咖啡拉花、
QQ 糕点制作。

占地约 150 亩的隆苑咖啡庄
园，是一家集咖啡种植、加工、
品尝、休闲、体验、观光、旅游
为一体的生态环保循环庄园，在
这里，可以看到咖啡从一颗种子
变成一杯咖啡的整个过程。

庄园内有咖啡种植区、咖啡
工厂、咖啡屋、体验室和餐厅等，
游客可以观摩机器炒制咖啡豆、
亲自动手磨咖啡粉、用虹吸壶冲
制咖啡，还能定制咖啡豆，品尝
到咖啡鲜果炖鸡、咖啡果皮茶、
咖啡排骨等主题特色餐饮，庄园
还开发了咖啡手信及相关文创产
品。

“80 后”曾威懋是隆苑咖啡
庄园负责人，7 年前他辞掉在海
口的工作，回到咖啡园和父母一
起经营。他从种植标准化入手，
拓展“场景化营销”，丰富“观
光 + 游玩”的咖啡产品。

地道的兴隆咖啡品种、有机
种植的技术以及传统的烘焙技
术，这让隆苑咖啡深受欢迎，即
便卖到 300 元人民币一斤依然销
售火爆。“现在人们除了追求口
感之外，还追求健康。有机的种
植方式和清淡一些的口味，也很
欢迎。”曾威懋说，兴隆咖啡在
新时代多元需求背景下也有了创
新。

平日里，隆苑咖啡庄园受到
兴隆许多“候鸟”老人的光顾。
该庄园还跟高端酒店合作，同时
进行线上引流，今年“十一”假期，
每天游客平均近千人。

兴隆有多家以咖啡特色为主
题的休闲农庄。兴隆咖啡谷初步
构建“咖啡种植 + 电商 + 咖啡文
化 + 休闲旅游 + 加工”全产业链
模式，已成为海南省第一批“共
享农庄”名录之一。

万宁市多举措擦亮兴隆咖啡
品牌，已出台《万宁市兴隆咖啡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对种植、
加工、营销等多个环节进行大力
扶持，鼓励以“企业（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扩大咖啡种植
面积，培育兴隆咖啡龙头企业，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咖啡 + 文化
+ 旅游”田园综合体，例如建设
兴隆咖啡公园、咖啡共享农庄、
O2O 兴隆咖啡风情街等。

兴隆咖啡正在积极走出去。
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
春光介绍，该协会从 2018 年开
始在中国主要咖啡消费城市和旅
游城市选择合作伙伴建立兴隆咖
啡品牌文化推广中心，目前已在
广州、成都、桂林、重庆等地开
展推广，并依托这些平台持续开
展咖啡分享活动、赛事和游学活
动，让兴隆咖啡被更多人知晓。
 张茜翼 / 文

▲游客在隆苑咖啡庄园学习手冲咖啡。� 凌楠 / 摄

其针对教师和医护人员出台专门政
策，提高人才总体水平，持续为该
市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改善营商环境“最多跑一次”
近年，万宁通过集成创新，着

力改善营商环境。该市在全省率先
开展食品经营许可改革就是其中一
例。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公室
主任符祥煜介绍，上述改革跑出了
许可“加速度”。

2019 年 11 月，万宁在全省率
先启动“一枚印章管审批”工作的
同时，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实施《深
化食品经营许可改革的实施方案
（试行）》，在全省率先推行食品
经营许可审批制度改革。市民祁亚
燕获颁首张盖有“万宁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

该局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
下，优化食品经营许可条件、简化
许可流程、缩短许可时限，在食品
经营许可审批管理试点推行“告知
承诺制”“一日办结”“一次核定”
审批模式。

许可时限大为缩减。按“告知
承诺制”办理的食品经营许可时限

▲ Corona�WSL（世界冲浪联盟）世界男、女子短板冲浪挑战者系列
赛（万宁站）1 月 6 日在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开幕。来自近 3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20 名冲浪运动员在此展开为期 7 天的对决。图为 1 月 7 日，参赛
选手在比赛中。� 骆云飞 / 摄

▲海南最美海湾——石梅湾。� 骆云飞 / 摄

【侨报讯】万宁市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地区，是知名侨
乡，境内拥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乐蟹、东山羊位列海南四
大名菜。盛产咖啡、胡椒、菠萝、槟榔等热带经济作物。近
年，冲浪等体育运动在海内外渐显名声。

假期期间，日月湾的冲浪俱乐部十
分忙碌。“受疫情影响，很多人选
择中国国内深度游，他们来到日月
湾体验冲浪，冲浪人数出现井喷式
增长。”盘古掌冲浪俱乐部联合创
始人周鑫磊说，从今年 7 月起，每
个月来玩冲浪的游客超过一万人。

“冲浪旅游是万宁旅游产业新
业态之一。”周鑫磊见证了冲浪产
业在万宁的蓬勃发展，他说，该俱
乐部在万宁举办的冲浪赛事中接待
过 40 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世界排
名前十的运动员中，一半以上都来
过日月湾。冲浪不仅为日月湾汇聚
了人气，也带动越来越多的客栈、
酒店、餐饮店等配套设施在当地建
起。

日月湾森林客栈节假日“一房
难求”。该客栈店长张力说，以前
入住的主要是团客，现在更多的是
散客，住宿时间也更长。这说明日
月湾的旅游正在向休闲类型转变。

　　
冲浪产业前景可期

随着冲浪运动人气越来越高，
如何实现冲浪产业化成为当地政府
思考的问题。万宁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杨志斌坦言，冲浪运动要实
现产业化，还得围绕“冲浪 + 旅游”
做文章。万宁日月湾气候宜人，有
美丽海滩，附近有侨乡兴隆，有山
有海有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目
前万宁规划建设日月湾冲浪小镇，
通过对日月湾进行整体规划，串联
起日月湾周边的旅游资源，推动冲
浪产业发展。

事实上，冲浪运动仅是冲浪产
业的冰山一角，它包括后续的装备
制造、产品展示等。杨志斌认为，
真正实现冲浪的产业化，需要把这
些元素很好地配合展开，包括开发
它的后续产业链，如装备、服装、
商标、市场化赞助、培训体系、运
动员康复等。当前，万宁正积极与
青岛盛世飞扬旅游公司洽谈，在冲
浪设备生产，以及冲浪池和酒店等
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张茜翼 / 文

为当场发证；按“一日办结”办
理的食品经营许可时限为 1 个工作
日；按“一次核定”办理的食品经
营许可时限为 7 个工作日。

同时，该局配套推行免费邮寄
许可证件、容缺受理等业务，让企
业和百姓到政府办事实现“最多跑
一次”。

招商引资显成效
据了解，今年以来，万宁全面

参与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共接洽企
业 200 余家。

目前，中海、大唐、华润、首创、
恒大、融创、碧桂园、红星美凯龙
等大型企业已入驻万宁。今年该市
也与正大畜牧投资（北京）有限公
司、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等
33 家企业签订投资协议或合作框架
协议，协议投资额共计 124.3 亿元
人民币。投资领域覆盖热带农产品
深加工、旅游、低碳制造、现代金
融服务等方面。

万宁市招商工作有关负责人林
凡介绍，截止目前，该市今年已落
地签约项目 8 个，如海南（万宁）
深装生产基地项目、品香园（万宁）
槟榔城加工基地项目、万宁东山羊
项目、椰树包装饮用水项目、（淘
宝）村播计划项目等。其余 25 个
项目也分别进入修规、土地招拍挂、
报建等不同阶段，招商引资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效。

据悉，该市一年前成立招商引
资工作领导小组，由万宁市委书记
贺敬平任组长，市长周高明及市四
套班子成员分别任副组长和成员，
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同时抽调
精干力量组建市招商办并实体化运
作。招商引资成为该市“一号工程”。

万宁突出重点产业，瞄准重点
企业招商。聚焦热带农产品深加工、
旅游、康养三大产业，布局了兴隆
健康产业园、槟榔产业园、日月湾、
礼纪工业园、乌场港临港经济区五
大空间区域。

围绕拉长农业产业链条，瞄准
台资企业招商。该市为台商参与自
贸港建设提供一个集聚规模发展的
优质平台。由市领导带队赴上海参
加自贸港政策宣介和招商引资会，
向台商推介万宁台资企业产业园基
本情况，吸引捷成有限公司、上海
方田弹性体有限公司等优质台资企
业洽谈合作。

依托兴隆、日月湾等优势旅游
资源，该市策划包装了兴隆凤凰山
生态文化旅游景区、日月湾冲浪小
镇、和乐蟹生态养殖、海钓文化产
业园等招商项目。

万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
兴隆，记者看到面积达 5 万平米的
奥特莱斯商场人气较旺。林凡称，
万宁利用奥特莱斯等业态引流，目
前正在推进奥森汽摩小镇等项目加
速落地，未来该区域将成为集购物、
休闲、娱乐、运动于一体的游客打
卡地。。

据介绍，该市创新招商模式，
设立产业发展顾问，通过体制外的
专业人士和机构有针对性地向海内
外招商引资。

林凡表示，万宁目前有存量项
目用地 1.3 万亩，是万宁在自贸港
建设中的优势资源。该市严把引进
项目质量关，向效益型招商转变。
 江南雨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