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绿地城：

位处海口江东核心生活
区，项目被海南省政府列为省、
市两级重点开发项目。

项目建成集交通枢纽中
心、文化教育中心、娱乐商业中
心、旅游集散中心、度假养生中
心、滨江生活中心、商务会展中
心七大中心功能，具商务、交
际、度假、养生为一体的新城，
使之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
际化理想度假生活城。

■■■■■ ■■■■■ ■■■■■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A05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罗孝平 美编：杨薇经济观察深读

灵山：海南门户的5种时态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陈亮 邹强

“灵山的脏、乱、差，三天三夜也
说不完！”海口灵山粮管所下岗职工
冯尔瑞还清晰记得两年前的一场火
灾。

那是2013年4月24日，大清早
消防车的鸣笛声就把他吵醒了，他
赶到现场看时才发现，位于灵山镇
海榆大道的一座3层高的楼房发生
火灾，一名中年女子被困在屋内的
二楼，险象环生。冯尔瑞还记得，当
时她站在窗口举着双手喊得嗓子都
哑了：“救命啊！快救救我！”幸亏消
防官兵及时赶到，利用拉梯，将防盗
网剪开，才及时将女子救出，送上
120救护车。

由于距离着火建筑最近的水源
有2公里远，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官
兵不得不紧急调动国兴和金盘的两
个中队消防车到场接力供水，保证
了火灾扑救用水不间断的需要。

“这场火灾完全是因为我们这
里房屋拥挤，电路私拉乱接。”冯尔
瑞觉得，更重要的是灵山基础设施
比较差，基本的救火水源都找不到，

“政府改造灵山，我觉得很及时，要
不然以后人越来越多，各种隐患会
越来越大，搞不好哪天就出大事！”

“灵山片区的现状与设想中的
国际旅游岛形象极不相符。”灵山棚
改指挥部指挥长冯琳说，灵山镇片
区现状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建筑
密度大、道路狭窄，防灾减灾能力
差，外来人口多，居民就业难、收入
低，环境卫生脏、乱、差，居民生活质
量不高，严重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

如今，走在灵山的一些尚未改
造的街道上，两排商铺占道经营，有
的摊位都摆到了路中间；摩托车、电
动车在街市上乱停乱放，汽车根本
无法通过；路面上垃圾随处可见，杂
乱无章；唯一的卫生院门口，也满满
全是摊位……

“你看看，原本双向四车道的大
马路，硬生生被摊贩挤得只剩两车
道，早上开车经过这儿，要堵20分
钟才能出来。”灵山居民江海云说，
仙云路路段被各类摊贩挤占得水泄
不通。“每天上班早高峰时，汽车、电
动车、行人、摊贩、水果车挤成一团，
谁也不让谁。摊贩为了做生意，不
肯向后挪半步。”记者注意到，该路
段时不时还有水泥罐车、运砂货车
等大型车辆通过，更加剧了拥堵。

然而，这里却是美兰国际机场
进入海口城区的必经之路。美兰机
场是我省两大机场之一，去年旅客
吞吐量接近1400万人次，其中大部
分要经过灵山进入市区。“很多人到
了灵山都很奇怪地问，这就是海
口？是海南省会的一部分？”灵山棚
改副指挥长梁其润说。有家投资商
原本打算到江东投资，下了飞机途
经灵山后，死活要求到市区投资，因
为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不行。

灵山的现状，让省市主要领导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改造灵山，将其打造成与国际旅游岛相
符的门户城镇，成为海口市“东进、南优、西扩、北
拓、中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的一个重要
节点。

2013年6月13日至16日，省委书记罗保铭
率海南党政代表团赴上海考察，并在16日出席
了海口市政府与绿地集团的签约仪式。绿地集
团从此介入海口灵山镇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将投
资灵山片区建国际风情小镇风貌综合性片区。
按照改造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规划区域
内的范围进行旧城改造，建成以空港物流产业、
特色休闲娱乐产业、临港旅游服务业为主导产
业，具有国际风情小镇风貌的综合性城市片区。

“市场力量的介入为棚改提供了资金支持，
同时为改造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新鲜血液。”西北
大学城市规划系副主任权东计教授说，一方面棚

户区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而海口与我国其
他城市一样，处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期，政府
大量的资金都用于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单纯以
政府财政拨款在棚改上投入的资金是少而有限
的，因此市场力量的介入正好弥补了资金上的欠
缺。

“我们选择绿地集团正是看中了他们的资金
和技术实力，还有丰富经验。”美兰区区长吴树强
说，灵山镇片区改造项目涉征土地面积14427
亩，涉及21个自然村、13506户、44501人。“这是
一个什么概念？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房地产项
目，而是要打造一座城市，建设一座城市。”

这样的规划和愿景，要求参与的企业首先要
有社会责任感，有能力，敢担当；其次要有综合实
力，巨大的财力支持，前瞻的规划设计，合理的资
源整合。而绿地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资本实
力雄厚，一直致力于“产城一体”开发模式，在大

型城市综合体及产业园开发领域遥遥领先。
“省市领导高瞻远瞩地选择绿地集团，符合

灵山镇片区改造的需要！”吴树强认为，选择绿地
集团是为了能借助其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
面的优质资源，助力灵山片区产业提升与城市功
能完善，促进灵山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如果做好了灵山棚改项目，可以达到四个
效果：一是改善海南的门户形象；二是达到改善
居住环境、引进新型业态、发展镇域经济、增加居
民收入的目的；三是通过项目的实施，妥善解决
美兰机场一期扩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二期扩建
项目范围内的居民安置问题；四是借此机遇把灵
山镇发展成为美兰机场临空经济区、美兰机场及
航空公司的后勤保障服务基地。“这是市里非常
重视的一个项目，是对美兰经济社会发展非常有
意义的一个项目，更是能让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
受益的一个项目。”

“天下第一难莫过于棚改拆迁。”广西大学土
建学院教授谢华说。

梁其润还记得，2013年灵山棚改刚启动时，
当地群众非常不理解。工作队一到镇上，就有人
敲锣打鼓放鞭炮，不是为了迎接，而是想赶走工
作队，有人甚至拿木棍打登门拜访的工作队员。

“开始那一段经常被人明里暗里骂‘叛徒’！”
陈泰生是第一个和政府签拆迁协定的灵山人，他
觉得自己签完协定后的那段日子非常难熬，有时
恍惚间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但最终
他越来越坚定，便反过来又开始做亲朋好友的工
作。“我坚信这里会发展得更好，会给我们老百姓
带来更多机会。”他家三兄弟都在镇上建了房子，
虽然他已经签约了，但是两个弟弟却一直等待观
望，尤其是三弟媳更是态度强硬。

“其实他们是怕先签约补偿吃亏，又怕房子
拆了后没有地方住。”他就登门反复做工作，为他
们讲政策、说形势，算拆迁的账，“170平方米的
房子，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如果选择货币补
偿，可以拿到各种补偿130.7万元；如果选择1：1
安置，即选择170平方米的安置新房，除可以旧
房换新房，还能有22.6万元的补偿金。”

就这样，最终三兄弟都比较早地签约了。
在灵山，还有很多拆迁户从最初的不理解变

成了最终拥护者，甚至积极帮助政府推动棚改。
以潘普生为源头的棚改签约“连锁反应”，就是其
中最鲜活的一个例子。

潘甫生是灵山镇墟人，他父亲1980年代中
期在灵山镇墟盖起了781平方米的三层楼房，一
楼是自营商铺，生意很不错。因此开始征地时他
想不通，不愿意支持拆迁工作。灵山项目指挥部
负责人亲自数次登门或致电协商，最终在合理范
围内谈成了拆迁条件。

为了让棚改建设尽快成为现实，自己的受益
尽快变成现实，潘甫生思想出现了180度的大转
变，开始帮助政府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展说服工
作。“我看了正在建设的安置房，设计得不错，质
量好，整个灵山镇墟未来更好。”他说。

黑马村的钟垂雄两兄弟1980年代盖了一栋
两层的房子，原本坚决不同意拆迁。潘甫生听说
后，从去年10月开始就不断上门沟通做协调工
作，帮他俩分析政策、算拆迁账，今年又带着他去
看新盖已封顶的安置房，终于打动了对方，最终
签约了。就这样，他做通了20多家亲戚、朋友的
工作。

而令人击节赞叹的是，想通后的钟垂雄也加
入了潘普生等人的行列，帮助2个朋友签约。而
还有一位在D20地块的拆迁安置户，在被潘普生

做通工作后，更是一口气说动了3个邻居签约。
“之所以签约比较顺利，是因为我们坚持了

‘三利原则’，即政府让利、企业微利、百姓得利。”
冯琳说，灵山在拆迁过程中坚持的就是“以人为
本，依法征收”。首先是确保“居者有其屋”，即根
据现状房屋面积，按1：1提供安置房，空宅基地
按1：1.2提供安置房。

为了保障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他们还根据
新建商业用房房源情况，结合集体财产补偿总
额，按优惠价购置新建商业用房，归集体经济组
织所有。通过回购及经营商业铺面，原集体资产
可大大升值；通过商业铺面经营，既增加了村集
体经济收入，也保障了村民福利。

“依法征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冯琳说，
他们一方面强化依法征收意识，坚持公开公
平、统一标准，并依法启动司法强制程序；一方
面坚决打击违法乱纪行为，保护被征收后群众
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一方面对打击违建毫
不留情。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乎人情的多样化形
式，灵山才保持了整个拆迁中的和谐进程。据梁
其润介绍，如今灵山棚改没有一例到省、市两级
政府上访的案例，所有的纠纷矛盾都化解在灵山
棚改指挥部以内。

在海榆大道灵山棚改指挥部边上有个小卖
部，店主是73岁的吴坤耀老人和他同样年过七
旬、卧病在床的妻子，说起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
就赞不绝口。

“指挥部的人不仅帮我解决了临时的住处，
还特地帮我找了一个能够重开小卖部的房子。”
老人说，自己是新岛村委会大宋村人，原来在镇
上的另一条路上开小卖部，由于儿子、儿媳没有
工作，这是他全家6口人赖以维持生计的经济来
源。开始动迁后，由于妻子卧病在床，他很难找
到适合居住的临时安置房，因为房东们都不想让
病人租住自家房屋，同时，没有小卖部全家将断
了生计。为此，梁其润跑上跑下，最终为吴家落
实了现在居住的这栋房子。不仅可以让全家安
住，还能做生意。

吴坤耀高兴地告诉记者，指挥部已经在新建
的安置房中，为他安排了125平方米的一楼铺面

和110平方米的住房。考虑到老人的妻子行走
不方便，还特地将他家的新房安排在比较低的楼
层。老人笑着说，未来灵山大发展了，儿子、儿媳
还有正在读书的孙子都有望在家乡找到工作。

正在展望未来新生活的还有更多人。
安置房施工现场，依然一幅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建筑工人加班加点，土建工程全面铺开，一
栋栋拔地而起的民生工程，正逐渐成为灵山镇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

“整个旧改项目一期预计能安置8000户居
民。”绿地集团海南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方东兴
说：“还将构建新商圈，为回迁的原住民提供就业
转型的机会。”由于各项措施得力，灵山旧改项目
安置区（一期）8栋16-18层楼房已封顶，预计今
年年底可交由政府分配给拆迁户，解决1260户
居民的安置问题。“在建的安置房项目带简单装
修，并且按照高标准流程严格施工。”

“整个项目建成后，灵山的百姓将享受到与
城里人一点不差的生活水平，甚至会更好！”灵山
镇常务副镇长吴清松介绍说，安置房项目还有学
校、医院、农贸市场等配套设施，能够改善当地居
民的居住环境，提升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
水平，“一下子从村民跨越到了市民。”

“原来我们担心安置房会很偏僻，房子一开
建我们就放心了，是海榆大道上最好的路段！”冯
尔瑞说，大家原来还担心房屋质量问题，现在大
家都不担心了，因为在房子建设的过程中，大家
都时刻紧盯着。

“我觉得比路对面的绿地正在销售的商品房
质量一点都不差，那个房子的售价可是我们安置
房的两三倍啊！我现在就盼着早点住进去。”钟
垂雄的三弟媳原本怎么都不同意搬迁，但在安置
房封顶后，改了主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
了房屋的质量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前景。

灵山的一般将来时

门户升级版
从更高层面，切实做好规划、公共

服务配套，打造城市建设升级版。

5月20日，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
阳在视察灵山等多处棚改时强调，棚改是提
升城市品位和档次，加快推进城市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难得机遇，不能算“小
账”，要算“大账”。要借此打一个城市建设的

“翻身仗”，从更高层面、长远和统筹的视角，
切实做好规划、公共服务配套等过细的工作，
打造城市建设的升级版。

灵山棚改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在努力推
进。

种上椰子树、铺上草坪、再辅以五颜六色
的各种花卉……如今，从美兰机场到海口城
区的市民在途经海榆大道时，会惊奇地发现
这个路段变得比两年前美多了。 这个刚刚
完成一期的海榆大道景观改造工程，是灵山
棚改项目配套工程之一。

“目前我们完成的是第一期椰林大道，未
来我们还将建设二期的繁华蝶影和海韵漫
步。”方东兴介绍说，繁华蝶影的灵感来自海
口著名的蝶翅画，将用蝴蝶的图案为素材，打
造活力商业区的平面布图；而海韵漫步，将充
分塑造出海南的热带海岛风情，在道路两侧
修建诸如海鸥、游鱼、贝壳、水母、渔网等诸多
群雕造型。“我们将通过具有典型海南特点的
热带植物，突出海口自然特色，并运用海洋元
素变现人文底蕴。”

“海榆大道是灵山镇中轴线，连接着美兰
机场和海口市中心，是人们进入海口城区的
第一印象。”冯琳说，海榆大道日后将成为文
化载体、商业空间、慢跑道展示的平台，景观
与商业的结合将带动城市发展。

如今，灵山商业的勃兴已经触手可及。
你是否在电影中看见过这样一个镜头：

影片中的男主角开车来到肯德基汽车穿梭餐
厅，整个购餐过程不需要下车，便可轻松完成
点餐、付款、取餐、离开整个过程。方东兴介
绍说，这种别具一格的购餐方式将在灵山变
为现实，因为绿地已和百胜餐饮签约，肯德基
汽车穿梭餐厅将入驻灵山绿地城，这代表了
商界对灵山片区未来生活水平和商业格局的
认可。据百胜餐饮海南分公司负责人李先生
介绍，作为国际知名餐饮品牌，肯德基对每家
店铺的选址均要经过严格考核，肯德基选址
入驻灵山，是在前期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而
得出的结果。

而目前，灵山的招商进展比较顺利，还有
中影国际、吉的堡、佳宝大地幼儿园等知名品
牌已经签约，还有广州一家知名医院、海南本
土的几家连锁超市、影院、影楼等已有意向进
驻。未来的灵山，将依托美兰国际航空港，以
旅游文化、文化旅游为主线，以旅游配套产业
为龙头，带动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和房地产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灵山·国际旅游风情小
镇”。

海口市长倪强表示，灵山片区作为海口
重大战略性城市综合开发项目，对提升海口
旅游文化品质、城市商业能级及空港商务氛
围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灵山有望成
为真正的海南门户，推动海口经济发展与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海口‘首善之区’的目标。”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随着灵山整体棚改启动，旧日脏乱差的灵山正在消失，一座座新建的安置楼正在崛起；
百姓原本抗拒拆迁的坚冰正在消融，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支持建设海南门户的大军中

灵山镇是美兰机场进入海口主城区的第一站，是当之无愧的海南门户。2013年绿地集团正式
启动灵山棚改以来，与政府良性互动，逐步赢得群众信任，有效推进了整个项目建设——绿地城正在
成长。

灵山的改造将是一个为期8-10年的过程，在这条长长的时间轴上，随时截取一个断面，都能看
到不同时段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今天是观察灵山巨变的最佳时点之一，因为今天的灵山棚改已经破
题，和谐拆迁的道路已初步成型，各项工作虽仍在攻坚克难，但希望日增。

站在今天，看灵山的过去、现在、将来，可以清晰地发现，时间正用它充满魔力的画笔，绘制着灵
山的崭新未来，改变着灵山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家庭、每一个人……

灵山的一般过去时

脏乱差
有投资商原本打算到江

东投资，下了飞机途经灵山
后，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不
行，死活要求到市区投资。

灵山的过去完成时

引入绿地
绿地集团介入海口灵山镇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将投资灵山片区建国际

风情小镇风貌综合性片区。

灵山的将来进行时

居民新生活
安置房项目有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配套设施，百姓一下子从村民跨

越到了市民。

灵山的现在进行时

和谐拆迁
以村民潘普生为源头的棚改签约“连锁反应”，就是当地老百姓积极配

合拆迁的生动呈现。

绿
地
城
商
业
展
示
街
初
建
成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绿地城安置房。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