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布局

产业布局

产业布局

产业布局

2015年6月26日 星期五A02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丁静 美编：石梁均关注12个重点产业海南新闻

■■■■■ ■■■■■ ■■■■■

本报海口6月 25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程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
合，“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新常态。我
省将抓住互联网经济的战略机遇，把互联
网产业作为“十三五”产业发展的重中之
重，力争到2020年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
元、占全省GDP比重5%以上、纳税总额
达50亿元以上、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全国

领先水平。
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对于培育我省

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推
进创新创业、实现科学发展及绿色崛起具
有重大意义。我省互联网及相关企业约
4000家，2014年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约
280亿元，处于初始阶段，具备一定的产业
条件及基础。

据介绍，我省将集中布局、集中资源、
集中力量、集中主攻方向，坚持引进龙头企
业与培育本土企业双轮驱动、培育发展互
联网产业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举、
开放政府资源与营造产业发展环境双发
力，推动互联网产业成为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的新引擎。

从我省现状及未来发展考量，在产业

布局上将突出抓好以海南生态软件园、海
口美安科技新城为核心的琼北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和以三亚创意产业园、陵水清水
湾国际信息产业园为核心的琼南创新创
意产业基地，引导互联网企业聚集发展，
优先支持海南生态软件园做大做强和海
口美安科技新城加速建设；充分发挥海口
的龙头带动作用，根据现有产业实际情

况，在原有的基础上，在海南大学和海南
师范大学周边选址重点打造2-3个互联
网创业街区，推动建设互联网产业小镇，
统筹布局海口互联网企业办公场所和总
部基地；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选择交通便
利、风景优美、网络基础设施较好和靠近
大学的镇区，牵头开发建设互联网产业小
镇；盘活现有的闲置楼盘、老旧厂房等发
展互联网产业。

发展互联网产业，需要项目作支撑。
我省将全力支持建设腾讯海南创业基地、
中印IT产业园、海南微软创新中心、游戏
产业基地、中电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信威
（海南）产业基地、海口互联网产业小镇（街
区）等12个重点项目建设。

把互联网产业作为“重中之重”
力争到2020年规模超千亿元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罗霞）为
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研究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我省紧紧
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等重点，力争农业总产
值超过1700亿元，农业增加值突破1100
亿元。

研究报告提出，“十三五”做大做强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高水平建成国家冬季瓜
菜基地、南繁育种基地、热带水果基地、热
带作物基地、海洋渔业基地和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五基地一区”。紧紧抓住“五个重
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为方向，以产业深度融合为契机，
以科技创新和技术集成应用为支撑，以深
化农村改革为动力。

我省将大力调减甘蔗、水稻等低效产
业，适度稳妥调整橡胶产业，做精做优瓜
菜产业，培育壮大新型特色产业，力争到
2020年，亩均收入600元以下的低效产
业基本退出，亩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特
色产业形成规模，种植业综合效益提升
20%。支持海南农垦在中西部地区创建
200万亩核心胶园；改造116万亩标准化

菜田；新增莲雾10万亩、红心蜜柚10万
亩、火龙果5万亩、红毛丹2万亩、山竹2
万亩，大力恢复咖啡、腰果、油茶等本地热
带作物。

做精做优花卉、乡土树种、野生动物、
木本油料、林木种苗、特色林木、林浆纸一
体化等7大产业，力争全省花卉种植面积
达到20万亩；推广花梨、白木香等珍贵乡

土树种，力争种植面积达30.2万亩。完成
200艘南沙生产渔船更新改造项目等。

根据“十三五”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现实
基础，我省计划实施产业发展、产业链延
伸、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基础设施建设等四
大类项目，共计20个子项目，计划总投资
712亿余元。其中产业发展项目包括南繁
基地建设、农业园区、林业产业、渔业产业、
良种良苗等5个项目；产业链延伸项目包
括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一带一路+农
业、互联网+农业等4个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包括无疫区基础设施建设、海洋捕
捞渔船改造、红岭灌区工程、大广坝灌区工
程、松涛灌区工程、迈湾水库工程、农业节
水减排、南渡江饮水等项目。

抓住“五个重点”做大做强农业
力争到2020年总产值超1700亿元调减甘蔗、水稻等低

效产业，适度稳妥调整橡
胶产业，做精做优瓜菜产
业，培育壮大新型特色产
业

突出抓好琼北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和琼南创新创
意产业基地；重点打造2-
3个互联网创业街区，推动
建设互联网产业小镇

本报海口6月 25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程标）低碳制造业是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生态友好型的制造业形态。我
省将围绕“三条主线”、重点打造汽车制造、
新兴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旅游制
造、海洋装备制造、新型网络化制造等6大
特色产业，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下较为坚
实的产业基础。

数据显示，海南低碳制造业2014年完
成产值570.6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比重为28.8%。我省力争到2020年
全省低碳制造业产值达1400亿元。

随着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我国
制造业将进入大发展、大升级的新时期。
海南将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围绕“三条主线”发展低碳制造

业：一是围绕资源主线，依托海洋和热带农
产品等优势资源，尽快做出特色，形成独有
的产业竞争力。二是围绕国际旅游岛主
线，派生出旅游制造门类，打出旅游类制造
业品牌。三是围绕互联网主线，大胆创新，
积极发展新业态，突破“两头在外”的天然
缺陷，争取实现新的突破。

据介绍，“十三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我省将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的道路，坚持集约、集群、低碳、节能、园
区化、高技术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在

“多规合一”总体框架下，科学布局低碳制
造业空间结构和产业重点，紧紧抓住互联
网以及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南海开发、

“中国制造2025”等带来的重要机遇，推动

低碳制造业成长壮大，努力形成具有海南
特色的低碳制造业。重点打造汽车制造、
新兴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旅游制
造、海洋装备制造、新型网络化制造等6大
特色产业，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下较为坚
实的产业基础。

一方面，我省将依托现有汽车制造、
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基础，抓
住机遇做大规模，打造一批骨干企业和
知名产品。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发展潜
力，积极培育旅游制造、海洋装备制造、
新型网络化制造、军民融合等低碳制造
业，争取部分重点行业做出特色，打出品
牌，在全国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占有一
席之地。

围绕“三条主线”打造六大特色产业
力争到2020年全省低碳制造业产值达1400亿元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罗霞）海南
物流业规模不断扩大，不过全省物流发展尚
属起步阶段。在会上进行讨论的《海南省加
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研究报告》提出，把现代物
流业培育成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到
2020年物流业占全省GDP的比重超过7%。

据省统计局统计，去年我省现代物流
业实现增加值约133.61亿元，占全省GDP

的比重为3.8%。我省将紧紧抓住“一带一
路”战略支点建设和“多规合一”发展的契
机，加快建设以港口为主枢纽、以公路为主
通道、以铁路为主骨架、以航空为主辐射、
以管道为重要补充的综合运输体系。

力争到2020年，海南基本建成基础设
施和服务设施完善、效率高、成本低的现代
物流服务体系；形成2-3个营业额超100

亿元的大型物流园区，培育1-2家以上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供应链管理企业和3
家以上5A级物流企业；全省物流业相关
产业增加值超过400亿元，占全省GDP的
比重达7%。

报告提出，进一步做好物流发展规划，
抓紧建设大型综合物流园区。利用三年左
右时间，以现有政策和项目为抓手，抓紧建

设一批综合性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支持
五大物流园区建设。一是支持海航集团等
企业建设美兰航空物流园区。园区主要发
展国际商贸中转物流、跨境电商物流、国际
快递物流。二是支持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
司等企业建设马村综合保税物流园区。争
取国家批准设立国际橡胶储备、交易与交
割中心。三是支持洋浦管委会牵头建设洋

浦保税港国际物流园区。推进洋浦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建设。四是支持海南港航控股
有限公司等企业建设海口美安综合物流园
区。五是支持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建设海南中部农产品物流园区。

我省将扶持省内骨干企业，吸引国内
外知名物流企业入驻海南；加快高速公路
网建设，实现高等级公路网对省内市县的
全覆盖；充分利用各市县现有货运站场，合
理布局、规划、建设公用型货运枢纽和配送
节点，推广共同配送；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
物流通道建设；加快整合港口资源；探索开
展跨境电子商务，引进浙江四方物流公司
等企业，在海口综合保税区设立电子商务
中心，邀请电商加盟。

将现代物流业培育成新增长点
力争到2020年占全省GDP比重超过7%加快建设以港口为主

枢纽、以公路为主通道、以
铁路为主骨架、以航空为
主辐射、以管道为重要补
充的综合运输体系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罗霞）当
前，海南健康特色产业实现稳步发展，前景
广阔。《海南省加快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2016年-2020年）》提出，通过提高现有
医疗机构的内涵和能力，并建设一批重点
项目，到2020年，健康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比重达到15%（全国规划目标10%），

健康产业规模达1000亿元左右。
按照发展目标，到2020年，海南省初

步建立覆盖人类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功
能互补、布局及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
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健康服务
产业集群，并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将

我省建成全国健康产业示范基地、国内一
流的健康管理和养生休闲服务中心、国际
先进的医疗专科服务中心，形成全国乃至
全球独特的“健康海南”品牌打下良好基
础。

报告提出，结合我省实际，推行“三集
群、五中心、多点分布”的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三集群”指琼海博鳌特许医疗集群；三
亚、海口中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南北两大医
疗集群。

“五中心”指依托海口、三亚、琼海、儋
州、五指山的医疗卫生资源，打造“东西南
北中”五大区域医疗卫生中心，构建起更加
完善的“1小时三级医疗服务圈”。

“多点分布”指结合各市县和农垦优
质、特色资源，发展温泉疗养、医学美容、健
康养生（老）、休闲、康体运动、南药种植等
特色健康产业和深入挖掘苦丁茶、灵芝、珍
珠、槟榔等保健品及中药材特色产品。

我省将建设100余个健康产业重点项
目，其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拟
建19个重点项目，包括博鳌干细胞移植中
心、博鳌骨科（关节）医疗中心等；中医药健
康服务业在建、拟建项目等共20个，健康
养生（老）业项目6个、互联网医疗健康产
业项目7个、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项目38
个、中药种植和保健品业项目3个、人才培
养项目10个。

拓展产业布局打造“健康海南”
力争到2020年健康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推行“三集群、五中
心、多点分布”的产业发展
空间布局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海南建设发展是一盘大棋局，如何落
好棋子？找到“棋眼”至关重要。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集智聚
力，新常态下的海南“产业发展蓝图”面
世。十二大重点产业，关乎海南经济发展
全局，关乎国家战略实施大局。

换挡爬坡
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抓好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转方式、调结
构，推动产业结构加快从中低端向中高端
迈进，不断拉伸产业“短腿”。

回眸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经济发
展史，悲观的人往往喟叹：经济腹地小，工
业化程度低，产业发展的先天不足，犹如横
在海南经济发展面前的一道道沟壑。

国发〔2009〕44号文件的发布，犹如春
雷乍响，南海之滨顿时春潮涌动。国际旅
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海南各项事

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这五年来，海南综合经济实力迅速提

升，GDP继2006年超1000亿、2010年超
2000亿后，2013年首破3000亿台阶。去
年海南经济进一步提质增效，产业振兴蹄
疾步稳。

成就的背后，海南经济基础仍较为薄
弱，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新的增长
点不多，“一业独大”的格局未根本改变。在
经济进入“换挡爬坡期”，加快优化产业结
构、加速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尤显迫切。

科学布局
12大产业筑牢发展根基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今年5月21日，省长刘赐贵主持召开

省政府专题会议，决定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适合发挥海南优势、符合可持续发展定位
的12个产业进行研讨，在守住生态底线的
前提下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展壮
大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产业，使我省产业结

构在“十三五”能够真正优化，为海南经济社
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打牢根基。

这是省委、省政府以战略思维和战略
眼光，跳出海南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
形势谋大事，聚焦经济新常态，科学把脉产
业发展的非常之举。

梳理和分析12个产业发展方向，不难
发现它们涵盖了三次产业的范畴，并将谋
划产业和制定“十三五”规划有机结合，力
求把“十三五”的增长点和发展指标落实到
产业和项目上，以期改变我省目前不合理
的产业状况——

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被置于十二大产
业首位，折射出省委、省政府顺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将其打造成“十三
五”新经济增长点中的重中之重的决心和
信心；

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旨在发
挥海南自然生态优势，加快调整农业结构，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
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产业体系的重点产业；

发展低碳制造业，这是海南扬长避短，
突出特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科学
布局低碳制造业空间结构和产业重点，努
力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低碳制造业；

发展现代物流业，这是海南抓住“多规
合一”发展契机，加快建设和形成以港口为
主枢纽、以公路为主通道、以铁路为主骨
架、以航空为主辐射、以管道为重要补充的
综合运输体系；

加快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这是海南
瞄准金融服务业在我省参与“一带一路”、

“两个基地”建设中将有广阔天地和大有作
为的实际，谋求做大做实现代经济的核心；

加快发展健康产业，这是海南矢志将
我省建成全国健康产业示范基地，形成全
国乃至全球独特的“健康海南”品牌；

发展壮大会展业，这是海南推动现代
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升三产水
平的重要举措；

发展海上油气开发及相关产业链，这
是海南从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海洋大省
迈向有更强大产业支撑的海洋强省的必

由之路；
发展医药产业，这是国家重点培育和

发展的新兴产业，也是海南着力打造的“朝
阳产业”；

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这是
海南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着力
打造中国的旅游特区的前提和条件；

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折射出
海南秉持“一增一降一优”发展思路，优化
房地产空间布局，坚持走精品特色发展之
路的决心；

培育发展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
业，这一互有区别又紧密关联的产业板块，
是海南谋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公众素
质、完善产业体系的基础与关键。

百业俱兴起宏图。海南“产业发展蓝
图”，今日已然绘就。

发挥优势
激活国际旅游岛建设棋局

研读海南“产业发展蓝图”，在12个敲

定的产业前面多个“加快”“做大做强”等字
眼，体现出省委、省政府加快发展的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

值得一提的是，新常态下的海南“产业
发展蓝图”并非闭门造车、泛泛而谈，所敲
定的十二大产业契合发挥海南优势、符合
可持续发展定位，且在产业如何谋篇布局、
项目如何落子等方面均体现出很强的针对
性、可操作性。

这与国际旅游岛产业发展方向一脉
相承，同时又被赋予新内涵的“产业发展
蓝图”，将海南独特自然资源环境优势和
人文优势结合起来，谋求形成产业发展
优势，做足全省经济大文章，做足海上丝
绸之路、生态优势以及南海相关海域发
展的文章，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沿着省委、省政府擘画的“产业发展蓝
图”，以“亩产效益论英雄”为标尺笃力奋楫
前行，海南产业振兴必将迎来黄金时代，进
而盘活国际旅游岛建设大棋局。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我省精心谋划着力推动12个重点产业发展

棋眼落子 盘活全局

省委、省政府结合我省发展实际，明晰了“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12个重点产业，以期加速优化海南产业结构，推动尽快形成新的产业格局，促进
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本报今明两天对12大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布局、发展目标进行分析解读，敬请关注。

产业布局

重点打造汽车制造、新
兴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新
材料、旅游制造、海洋装备
制造、新型网络化制造等6
大特色产业

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