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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儋
州提出“一市双城三大
功能区”发展战略。“一
市”即建设海南西部中
心城市；“双城”即建设
那大城区、滨海新区；

“三大功能区”即建设
北部滨海经济区、中部
综合功能区、南部生态
保护区。

明晰的发展战略，
使儋州拓出全域发展
路径，不仅演绎精彩的

“双城记”，而且涌现出
一批风情小镇，并将规
划编制延伸到村庄。
特别是“双城”定位，使
儋州开始由“内陆时
代”转向“滨海时代”。

随着一系列基础
设施的逐步健全，城乡
街道变得宽广平坦，鳞
次栉比的楼房拔地而
起。儋州市委书记严
朝君指出：“‘双城’建
设取得实效，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他表示，在
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儋州编制和实施

“多规合一”规划，加快
地级市建设发展，着力
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
省的中心城市。

从城区到乡镇再到村庄，制定和推行统筹协调的规划编制

儋州城镇化拓出全域发展路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 张琳

那大城区长高长大

“5年前，我们公司到那大城北新
区投资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更别说
现在多个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了。”儋州
亚澜湾房产项目副总经理唐勇回忆。
他透露，在2015海南（三亚）春季房地
产交易博览会前夕，亚澜湾房产项目就
宣告暂无现房展出，因为亚澜湾建成的
楼盘已全部售出。如今，包括亚澜湾楼
盘在内，沿那大文化北路延伸，成为那
大城区的新型商住区。

城北新区的巨变，是那大城区深度
开发的缩影。

根据规划，稳步向周边延伸。往
西，投资2.93亿元、长达5.8公里的中
兴大街西延线建成通车，将那大城区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儋州分
校连为一体，使那大城区新增面积
20%。西沿线的雅拉河两岸，已有不少
企业布局进驻，因为在建的“万宁—洋
浦—儋州”高速公路经过雅拉河附近。
抢占先机的“广物雅拉湖畔”首期项目，建
筑面积13万平方米，包括住宅楼、商业
楼，两年内计划投入20亿元。往北，城北
新区原是一片荒凉之地，由于修通了伏波
路、国盛路、文化北路等，如今街道两旁高
楼林立、商铺兴旺。能容纳数万人的文化
广场，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往东，中
兴大道东延线与北部湾大道交汇处，市
建材市场、体育中心等纷纷建成。往
南，文化南路、兰洋南路、解放南路等沿
线，城区改造升级步伐加快。

据统计，5年来那大城区开发项目
计划总投资100亿元，已开工并累计完
成投资近70亿元。

长高长大的那大城区，城市功能日
趋完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建成运行，
提升了那大城区医疗卫生条件。投资
均达10亿元的鼎尚时代广场、夏日国
际商业广场已开业运行，投资3.8亿元
的海南西部家居建材博览中心即将开
业。这些新兴商圈，与周边楼市发展相
得益彰。

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加快扩容
提质步伐，2014年以来，儋州推出了雅
拉河大道及其路网工程项目，总投资6.5
亿元，由市城投公司实施。该市还将打
造银河公园和云月湖景区。其中，银河
公园利用松涛东干渠流经那大城区水系
的两侧，建设集步行道、骑行道、休闲驿
站、商业服务点为一体的带状公园。不
少投资者认为，这些举措，既带来无穷商
机，又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生活享受。

滨海新区日新月异

5年前，儋州白马井、排浦镇沿海
一线的北部湾地区，尽管与洋浦开发区
近在咫尺，却是一片沉寂的海岸。但近
5年来，这里却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企业纷至沓来，产业项目风生水起。

2011年，儋州修编了城市总体规
划，开工建设白马井—洋浦跨海大桥及
南连接线、滨海大道等一批城市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滨海新区启动了7条核
心区市政道路和给排水系统、燃气管
网、供电、安置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初步
形成城市雏形。

为滨海新区提供最大发展动力的，
是其“陆海空”交汇的大交通格局。在
海运上，滨海新区濒临北部湾，与东南
亚交流便捷。在陆运上，洋浦大桥标志
着“海口至洋浦一小时交通圈”全线贯
通，环岛铁路使这个新区南北通透，而
在建的“万宁—洋浦—儋州”高速公路，
使那大城区与滨海新区联为一体。在
空运上，儋州机场选址王五镇梅花岭，
到滨海新区核心区的直线距离只有19
公里。

“由于大交通格局正在形成，滨海
新区的发展速度好于且快于预期。”儋
州市滨海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蒙小明
说。

景象更新的儋州滨海新区，系列重
点项目包括：第一组团的恒大·金碧天
下、恒大·海花岛、银磬·海阳城、儋州重
庆城等项目；第二组团的博亚滋、中南·
西海岸等项目；第三大组团即核心组团，

有双联·塞维亚海岸、白马湾·滨海花园、
中视·金海湾、蓝岛·滨海康城等项目。

2014 年滨海新区共完成投资
24.31亿元，远远超出市政府年初确定
的 10亿元投资目标，占年度计划的
243.1%。2015年，园区重点项目投资
约31.7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资金
约2.7亿元，入园企业投资约29亿元。
同时，2015 年滨海新区房产销售约
2200套，销售面积约14万平方米，销
售金额约7.8亿元。

滨海新区的海花岛项目人气财气
俱增。“十二五”之初，这个项目就开始
规划并填海造地。截至2015年12月
28日，该项目销售面积136万平方米，
销售总额122.05 亿元，为儋州“十二
五”收官之作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蒙小明认为，涵盖白马井镇和排浦
部分地区的滨海新区，不仅着眼于打造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后花园”，而且成为
其多个产业的承接地。

风情小镇风情无限

“十二五”期间，儋州在全市推进
“一镇一街”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
排水、照明、绿化等工程，着力打造一批
风情小镇。

2011年以来，儋州为各镇建设一
条上等级的街道，总投资约3.5亿元。
儋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特色镇的建设工程，不仅提升各
镇形象，而且培植新的增长点。比如，
光村镇突出雪茄风情，白马井镇突出渔
家风情，东成镇打造旅游到访中心，木
棠镇着力于手工艺加工，兰洋镇注重温
泉小镇建设，中和镇再现历史古城风
貌。

近年来，排浦和白马井镇在城镇功
能“特色”上已走得更近也更远。

谓之更近，是因为白马井镇与排浦
镇部分地区，通过两条平行大道连成滨
海新区，该新区总面积59平方公里。
可以预见，此举将推动两镇成为“经济
共同体”。

谓之更远，是因为这两个镇不限于
“一镇一街”建设，而是向北部湾沿线延
伸。排浦镇有关负责人说，两镇之间已
建成一条长8.8公里的滨海观光路，规
划建设另一条长8公里的平行路，使两
镇发展空间大大拓宽。

风情小镇建设实用功能明显，普通
老百姓体会最深。

以排浦镇为例，近日记者在该镇看
到，宽广亮丽的街道向前延伸，两边高
挑的椰子树迎风而立，间或有三四人合
围粗的榕树，掩映着客来客往的连片商
铺。“2012年以前，街上坑坑洼洼，现在
街道好宽好平整啊，我们的生意都兴旺
了很多！”在排浦镇居住了40多年的陈
治莲感慨。她店门对面是一家规模较
大的“好又多”超市，地势相对低一些。

“2014年‘威马逊’台风期间，尽管下了
暴雨，但我们超市没有进水，因为改造
了的街道没有积水。”该超市老板刘开
明说。

特色鲜明、惠及民生的“一镇一街
一特色”模式，正向村里延伸。

记者在儋州部分村庄采访时，感受
到“一镇一街一特色”模式向村庄延伸
的先声：排浦镇罗成村硬化了的村道，
连接着11个巷子，聚居农民86户，土
地腾出来发展种植业，是朝天椒专业
村。木棠镇铁匠村硬化了的村道两侧，
一幢幢新建民居兼作商铺，生产并陈列
着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亿元专业户就
出自这个村。

据儋州市住建局统计，全市已完成
16个镇、252个行政村、1453个自然村
的规划编制工作。

全域布局的城镇化规划与建设，拓
展出新的宽广路径。儋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耕表示，5年来，儋州城市框架
已经拉开，产业特色日渐明显，投资、消
费拉动经济潜力巨大，生态、社会管理
不断完善。今后要充分发挥各种优势，
立足就近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全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

（本报那大1月27日电）

本报那大1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张琳）作为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市，儋州着眼于城区、乡镇、农村整
体布局，正加快引进和推进一批重点项目。

据了解，儋州以促进儋州洋浦一体化
发展为战略目标，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修编；统筹林地利用、土地利用等内容，
编制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完善建制镇规
划，建立滚动项目库，分步组织实施。

目前，儋州城镇化率为51%。根据规
划，到2020年，该市新型城镇化率将达到
60%。

2020年儋州新型
城镇化率将达60%

组织混凝土维修和改
造街道塌陷、严重坑洼路面

面积1.43万平方米

新建和改造道路 16
条，总长度21267.22 米，
总投资8.22亿元

新建、改扩建25条道

路，概算总投资22.4亿元，
总长度170.8公里

计划投资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4.58亿元，建设总
里程为8.21公里，完成率

达79.9%

重点建设西环高铁银
滩站、马井站、海头站站前
广场及出口路市政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1.67亿元，

并继续推进投资 5000万

元的其他已开工市政项目

“十二五”期间，儋州着力打造一批风情小镇。图为光村雪茄风情小镇的迷
人风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琳 摄

儋州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图为将商业、娱乐、休闲、商务、购物、居住融合为一
体的夏日国际广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张琳 摄

数说儋州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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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儋州不断夯实
城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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