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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6月 27日电（记者罗霞
彭青林）今天，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年年会“蓝色国土 生态海南”主宾
省专题活动上，我省签下32大合作项
目，涵盖互联网、旅游、城镇化建设、健康
医疗和新兴工业等产业，协议投资额达
585亿元。

签约仪式上，海口、三亚、儋州、文昌
等我省11个市县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海口国家高新区、东方工业
园区、老城经济开发区等5个园区分别
签下合作项目，项目包括中国热带旅游
产品（海口）电子商务总部基地、海口市
观澜湖水世界、三亚市智慧城市建设与
电商终端、三亚市互联网+生态农业系
统+金融+大健康产业+科技研发、文昌
市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海口市创
业村互联网创新科技园等。

这些项目投资企业来自北京、上海、
贵州、云南、湖南、广东、福建、新疆、湖
北、江西等地。投资方实力较强，投资意

向明确，项目可行性较高，大部分项目已
完成选址。

活动期间，我省还推出了符合我省
重点园区建设规划和园区产业发展总体
规划的重点招商项目 186 个，总投资
4674亿元。

海口签约8大项目
海口市此次签约项目达8个，协议

投资额达196.53亿元。其中，由观澜湖
集团打造的海口市观澜湖水世界项目，
以羊山地区的火山岩、矿温泉和丰富的
水资源等原生态自然元素为基础，以欧
洲威尼斯水世界模式为载体，建设具有
大型水上娱乐活动和室内水上设施活动
的水世界，如欢乐喷泉、池吧、竞赛滑道、
夏威夷水域、超级造浪池、大滑板滑道、
离心滑道、急驰滑道和合家欢乐滑道等
水上娱乐活动。

海口市热带花卉高新技术产业园
项目将在琼山区红旗镇建设国家级斗

南花卉市场海南分中心、中国热带花卉
创业孵化基地和中国热带小微盆景创
意基地。由深圳东方南泰科技有限公
司在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建设的
海口市昆仑科技园项目，将建设清洁能
源、环保绿色、观光工厂。海口市金盛
达建材商城（二期）项目集大批发、大流
通、大展厅及现代电子商务为一体，同
时综合产品研发、仓储、物流、配送、金
融、科教文化、餐饮、休闲、旅游、购物等
服务，实行“实体+虚拟，互联网+四流
合一”的经营思路。由上海红林投资集
团在海口秀英区建设的海口市中泰文
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包括泰国精品旅游
项目、文化交流、康体保健、全民健身体
育休闲公园、温泉度假酒店、火山科考、
火山村落风情。

三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在三亚，由深圳维格光电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三亚市智慧城市建设与电商

终端建立项目，将在三亚市酒店、景点、
小区、街道投建2000块LED显示屏，与
电商平台合作，打造三亚智慧城市理念，
用大数据构建民众服务。

儋州市商贸物流城项目将建设集
商品展示、交易、仓储、物流、金融服务、
商业配套为一体的电商平台商贸产业
园；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将建设集太
阳能光伏发电与农业种植为一体的农光
互补项目；生物质发电项目将充分利用
农作物秸秆、农业采伐剩余物等生物质
进行发电。

万宁市中国·东盟燕窝文化城项目
将充分利用万宁市大洲燕窝品牌和太阳
河旅游资源，打造海南燕窝产业观光园
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名片，建设燕窝来
料加工和销售产业集群、高端特色养生
产业。

陵水国际泥疗养生园项目将建设集
康体养生、泥疗保健和综合服务为一体
的国际泥疗养生园。

文昌打造动漫产业基地
在文昌，文昌市海南客厅项目由

武汉卓尔文旅集团投资，将建设中国
文化（海南）博览中心、文化主题酒店、
特色文化街区、海南文化交易所、艺术
家工作村、数位产业研发创意中心及
配套设施，将文昌打造成为“海南客
厅”。文昌市凯天动漫产业基地项目
包含凯天动漫制作中心、凯天动漫展
示中心、中影集团影视技术人员培训
中心、航天模拟5D放映中心、珍珠项
链项目管理和控制中心。

由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屯
昌南药及海洋生物制药项目一期工
程项目，将主要建设片剂、胶囊剂、口
服液等剂型生产线，形成藿香正气口
服液（解暑、消饱胀药）、番茄红素胶
囊（抗肿瘤药）及几丁糖脂（降血脂一
类新药）等海洋药物及保健品的生产
能力。

我省在贵阳签下32大合作项目
协议投资额达585亿元

本报贵阳6月27日电（记者彭青林 罗霞）
“从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直到印尼的巴厘
岛，整个东亚最佳的避寒胜地就是海南，最佳避
暑胜地就是贵州。海南在生态文明建设、海洋生
态保护、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都应该走在全国
前面，成为示范。”在今天的“蓝色国土 生态海
南”专题活动上，章新胜一发言就高度评价了海
南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
成效。

作为国际上最大的生态和自然保护组织的
领导者，章新胜从几方面一一指出海南鲜明的
特色和优势。海洋方面，在我国推进海洋强国
的战略背景下，海南在带动南海周边地区共同
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育上有最好的优势，
可以成为保护海洋的“带头人”。生态资源上，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热带生态资源库，在热带科
学的研究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在规划上，海
南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体现了
非凡的勇气、魄力和远见，相信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一定能成功推进改革，为全国体制改
革、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在国际旅游岛
建设上，海南明确重点培育发展12个产业，破
解对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有望走出新的发展
道路。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上，海南不再是

“天涯海角”，而是面向海洋的新起点，必将为国
家战略提供重要战略支点。

章新胜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创办于1948
年，拥有1.3万多名各领域专家学者，提出过许多
生态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标准，在生态环境保护和
濒危物种保育科技上很有优势。该组织愿以此次
论坛为契机，加强与海南的交流合作，在生态文明
理念培育、体制机制建设和长臂猿等珍稀濒危生
物种群的恢复，热带雨林、珊瑚、红树林、海草床等
重要生态系统的保育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海南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海南有全国最广阔的蓝色国土，拥有丰富
的蓝色资源，蓝色经济也可以在全国领先，在世
界上独树一帜。”章新胜建议，从夏威夷、西班牙
等岛屿型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来看，既有很多值
得借鉴的好经验，也要警惕过分依赖房地产造
成经济危机后的发展疲软。海南的优势和特色
远远超过许多国际知名岛屿旅游胜地，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立足这些优势，加快建设国际
旅游岛，完全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旅游发展、
产业振兴等方面，走出一条超越他人的独树一
帜的新道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

走出独树一帜的
海南道路

本报贵阳6月27日电（记者彭青
林 罗霞）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年年会期间，海南积极推动产业
合作和招商引资，一方面签约了一批合
作项目，一方面加快推介我省产业发展
方向和政策，洽谈一批新的项目。其
中，7个重点领域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受
到各方企业和嘉宾的积极关注。

一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
南正在全力以赴推进的海口、三亚港口
建设和邮轮母港建设，以及水库灌区、

电源电网基础设施建设都将提供很多
的投资机会。

二是现代农业项目。参与海南农
业发展、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做大做强
自身事业的黄金时机已经到来。

三是集约、集群、园区化发展的
新型工业项目。油气化工、汽车、制
药、林浆纸一体化和农副产品加工等
新型工业迅速崛起，一批支撑海南经
济长远发展的支柱产业已经形成。

四是旅游建设项目。海南有40多

处海湾和900多万亩的热带天然森林，
有高品质的生态气候环境和优美的文
化自然景观，适合建设高档度假景区、
大型主题公园和体育、文化休闲设施。

五是健康医疗项目。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拥有国家赋予的9
项极具含金量的优惠政策，未来有望成
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最
好的医疗器械”的汇聚地。

六是信息服务业项目。今年6月，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互联网产

业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我省将从产业
园区、众创空间、楼宇经济、互联网小镇四
个维度把互联网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

七是总部经济。海南能为总部经
济注入强大的健康元素、养生元素、幸
福指数。随着全球环境、气候因素的变
化，总部经济都市化的状况将会发生改
变，总部经济将会成为海南发展现代服
务业新的亮点。

在论坛主宾省专题活动上副省长
陆俊华代表我省进行推介。

在黔推介重点招商产业和政策

海南七大领域合作项目受关注

本报贵阳6月27日电（记者罗霞 彭青林）结合
海南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前来参加“蓝
色国土 生态海南”——主宾省专场活动的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
文表示，“多规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
海南作为领跑者，通过“多规合一”的科学规划，可
以成为一个布局科学、生态宜居、功能齐全、产业合
理的“大景区”、“生态大城市”。

常纪文提出，海南要坚持以保持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前提和基础推进“多规合一”，突出海南的
生态优势和特色，把生态底线的要求贯穿于“多规
合一”的全过程。

“全省‘多规合一’不能代替市县规划、部门规
划、专项规划。”常纪文说，要科学把握好全省功能
分区、产业空间布局、省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以及城镇建设和产业区块的用地、发
展边界、开发规模等要素，把所有内容落实到一张
蓝图、一个管控平台上，有力管控指导市县、部门
规划。要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国土、
环保、旅游、海洋、林业、交通、水利、产业、社会事
业等部门、专项规划纳入“多规合一”，各部门要主
动参与、合理布局。“多规合一”要能够最大限度地
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最大
限度地发挥出海南的生态功能和优势，最大限度
地发挥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益，最大限度地生成一
批项目，最大限度地推动管理服务模式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要慎重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盲目地扩大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会制约经济的
发展，最终不利于守住生态红线。”常纪文指出，要
推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抓
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契合点，通过契合点大做文
章，撬动整个“多规合一”的格局，实现多赢。

常纪文认为，海南省可以定位为“中国的南海
明珠”，进一步国际化、高端化。“多规合一”必须以
土地价值、生产总值、就业最大化为优化原则，让
各部门找到“合”的契机和愿望，找到共同的红利，
在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障、城市增长边界约束因
素下，开展调、管、建、优、融和分等工作；要做加
法，尽量不要做减法，要盘活环境资产；要“合-
分-合”，建议综合监管放在发展与改革部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

“多规合一”是
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创新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
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贵阳6月 27日电（记者罗霞
彭青林）由著名魔术师刘谦合伙投资
打造的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今
天签约落地文昌。在“蓝色国土 生态
海南”——主宾省专场活动签约环节，
文昌市政府与唐人老街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计划投资18
亿元，打造包含奇幻马戏广场等的星
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并将建设魔
术学校等。

“提供魔术的游乐环境，这属于全世
界首创。我们打造这个游乐园，目的就
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魔幻魔术的魅力，
实现寓教于乐。”前来参加此次签约活动
的刘谦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文昌市星光奇迹魔幻文化
旅游园项目包含奇幻马戏广场、奇迹古
堡、宙斯之家、疯狂实验室和森林天堂五
大区块的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以
及具有华侨文化与民族风情、商业文化
与海南特色饮食文化、校区建设、标志性
生态文化社区等功能区的唐人街生态文
化园区。

项目建成后，将与迪斯尼中国公司
捆绑营销，将充分利用刘谦的名人效应，
每年定期举办全国性魔术大赛，力争将
该园打造成为第五代主题公园的旗舰品
牌，并于唐人街文化园区筹建刘谦本人
的第一所魔术学校。

据介绍，文昌魔幻文化旅游园以魔
幻魔术创意为主，蕴含了大量寓教于乐
的内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建。

刘谦在文昌合伙
建魔幻文化旅游园

本报贵阳6月27日电（记者罗霞 彭
青 林）今天，在“蓝色国土 生态海
南”——主宾省专场活动签约环节，海口
国家高新区和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计划投资18亿元建设中国热带
旅游产品（海口）电子商务总部基地项目，
让游客享受到旅游产品一站式购物。

中国热带旅游产品（海口）电子商务
总部基地项目将建设以中国热带特色产
品定制为主要业态的电子商务总部基地
产业园区项目，打造中国海南热带特色
产品核心区域，具体包括园区公共服务
平台、高端产品电子商务技术区等功能
区，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平台、C2B
电子商务平台等电子商务产业链公共服
务平台。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荣加郑
介绍，借助中国热带旅游产品（海口）电
子商务总部基地项目建设，海南将成为
全国一体化购物的一大重要站点，实现
线下体验、线上交易。

热带旅游产品电子商务
总部基地落地椰城
让游客享受旅游产品一站式购物

本报贵阳6月27日电（记者罗霞
彭青林）在今天举行的“蓝色国土 生态
海南”——主宾省专场活动签约环节，
海口市美兰区政府与湖南山河新型城
镇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创业村互联网创
新科技园”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计
划今年8月动工、用20个月时间建设互

联网创新科技园，打造海南互联网企业
经济圈。

创业村互联网创新科技园项目计
划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380亩，位于
琼山大道和江东大道交汇处。园区规
划目标是集风险投资、创业孵化、研发
制作、教育培训、生活配套等功能于一

体，以“互联网+”产业型企业为主，园内
企业将享受国家和省市各类优惠扶持
政策。

园区分为十大功能区，由互联
网企业孵化区、软件服务外包区、高
新技术研发区、龙头企业总部办公
区、跨境电子商务区、现代仓储物流

区、IT人才培训区、互联网金融及商
务中心区、线下产品体验展览区、员
工休闲及生活区等组成。园区建成
后可吸引超过 600 家互联网企业入
驻办公，为 2.8 万人提供就业，吸引
投资 30 亿元，实现 年 产 值 300 亿
元。

我省新添互联网创新科技园
占地380亩，计划8月动工建设

6月27日，省长刘赐贵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蓝色国土 生态海南”主宾省
专题活动上作主旨演讲。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在“蓝色国土 生态海南”主宾省专题活动上，我省签下32大合作项目。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专家访谈

项目亮点

◀上接A01版
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层面“多规合一”
改革试点；始终坚持发挥国际旅游岛优
势，重点培育互联网、医疗健康、会展等
十二大产业，努力为海南长远可持续发
展打牢产业基础。同时，海南积极发挥
中国热带资源的宝库、博鳌亚洲论坛重
要外交平台、“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支点
的优势，一个绿色、低碳、包容性发展的
海南正在崛起！

刘赐贵表示，本届论坛的成功举
办，对于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凝聚生态
文明共识，推动国际间、地区间合作，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南衷心希望
借助论坛平台，与国内外各地区在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海洋文
明建设、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系统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深化
互利合作，促进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
展，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共同走

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于2009年

举办第一届夏季年会，2013年1月，论
坛正式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举办，成
为国内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
级国际论坛。从今年开始论坛组委会
将每年邀请一个省（市、自治区）作为主
宾省参加活动。2015年年会设置了30
个左右的主题论坛，涵盖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与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

全球分工体系与治理体系的格局变迁、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前景和绿色就业
机会、全球能源新格局与可持续能源的
未来、绿色丝绸之路、中瑞对话、构建可
持续金融体系、现代生态农业的制度基
础与商业模式创新、青年企业领袖、绿
色产业的支柱性引领行业的发展等议
题。本次年会还将首次以论坛名义发
布《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构
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议报告》和
《国家公园管理标准建议》三份报告。

省委副书记李军、副省长陆俊华、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开幕式。

◀上接A01版
占全国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海洋大省
名副其实，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大省、海
洋强省责无旁贷。当前，海南面临很
多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和历史机遇。
生态方面，海南热带阳光、大气、水体、
岸线环境质量一流；作为全国唯一省
级经济特区，有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优势，有中央量身定做的特殊政策支
持，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
神；还有国际旅游岛、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桥头堡和重要战略支点、南海服
务保障与救援基地等诸多优势和发展
机遇。海南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在
坚守生态底线的理念下，提出了要在

“十三五”期间加快发展培育十二个重
点产业，即互联网产业、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低碳制造业、现代物流业、现代
金融服务业、医疗健康产业、会展业、
海上油气开发及其相关产业链、医疗
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以及高新
技术产业和教育文化体育产业，并形

成了相关的规划、协调机制、扶持政
策、发展目标和措施。我们将加强与
各方人士和企业沟通交流，增进大家
对十二个产业的了解认识，更好地发
现在海南的商机和项目，热忱欢迎大
家前来投资兴业。我省各级政府也将
做好服务，发扬“亲商、重商、扶商”的
服务理念，努力以最优的政策、最优的
服务、最优的环境，全力支持投资者发
展、促进投资者成功，实现互利共赢。

副省长陆俊华向在座嘉宾介绍了

海南的重点招商产业、项目和相关支持
政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中国生
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祝光
耀分别发表演讲，进一步发掘和重点阐
述了海南在海洋强省、生态文明、国际
旅游岛建设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下
一步发展思路和建议。在座嘉宾还热
烈展开座谈交流，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环境资源政策所、国家海洋局第二
海洋研究所等智库的专家学者，来自海
航集团等企业的代表，分别针对海南的
海洋开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投资海南
等议题各抒己见，和海南有关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

“蓝色国土生态海南”主宾省活动在黔举办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