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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6省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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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从古至今，穿越汉唐、宋元到明清，
千年海上丝绸路都离不开海南这个南
海上的重要驿站。随着国家提出“一带
一路”战略，海南地理位置、人文因素和
历史渊源，决定了海南将在其中发挥巨
大的作用。那么，海南究竟如何才能在
已有发展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省两会期
间，“一带一路”再次成为代表和委员们
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带一路”海南正走出去

目前，我省走出国门抢抓“一带一
路”机遇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中。据省发改委负责人透露，去年我省
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海航集团首次
进入世界500强，完成瑞士机场服务公

司、英国伦敦路透社总部大楼等海外收
购；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海马汽车
在伊朗设厂，立昇公司技术入股俄罗斯
企业，海胶集团、洲际油气等企业全球
布局步伐加快。

与此同时，我省去年加强了与国内
沿线地区的合作交流，把木兰湾新区等
重要事项纳入国家泛珠合作指导意见，
开展了海口湛江“水运中转”和集装箱内
外贸货物“同船运输”，建成运营海口港
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开启海口港和厦
门港互为中转的港口航运合作新模式。
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4.7亿美元、增长
28.7%，推动企业境外融资、利用国际商
业贷款12.3亿美元。

吕伟红代表认为，海南要发展外向
型经济，发挥生态立省、国际旅游岛、经
济特区和“一带一路”的政策和区位优
势，加强周边国家合作，加大港口的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保税区、保税港区的

产业引进，充分发挥保税区、保税港区
在扩大对外合作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王佳委员认为，要积极打造国际会
展城市合作机制。积极借鉴国际著名
会展城市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海口、三
亚、博鳌可以按照自身发展方向与特
点，与会展中心城市如汉诺威、法兰克
福、拉斯维加斯等世界会展之都搭建城
市间创新对接合作平台，形成会展友好
合作机制，推动双方独有的品牌会展互
相承接转移，形成国际会展城市融合与
传递效应。同时，积极打造会展企业国
际联合机制。积极搭建国际企业合作
平台，引进国际企业，推动企业规划化、
集团化发展，协调有序、协同并进。

“一带一路”要引进来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走出去，也要
充分引进来。韩金光代表建议，可以在

三沙市飞地木兰湾建设海洋科技产业
园，成立世界海洋经济模式示范区，引入
世界各国先进的海洋经济模式。比如日
本的海洋生态牧场、挪威的自动化捕捞、
新加坡的港口工业及海洋运输业、马尔
代夫的“一岛一酒店”海洋旅游。

过建春委员建议将海南打造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游学目的
地。建设海南“一带一路”游学目的
地，既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也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和优势。但是，
要将海南真正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青少年学子理想的游学目的
地，还需海南在很多方面做出努力。
要取得教育部的支持，帮助海南积极
加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系与沟
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建“海南-
东盟青少年国际游学基地”或“海南-

“一带一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游学基
地”。另外，支持海南高校和中小学加

强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与科
技交流与合作，建立省与国、省与省、
校与校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兄
弟姊妹省、市合作关系，互派游学人
员。此外，由政府统筹，充分调动社会
各界力量支持海南游学基地建设，整
合政府、国际国内公益组织、基金会、
企业等社会财力资源，设立海南游学、
留学基金，重点培养在“一带一路”国
家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有代表性、有
发展潜力的人才，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感，培养未来促进两国交往的后
备人才。

吴建东代表说，从基础设施建设、
优势资源整合、法律法规配套、政策措
施以及资本、人才等多层面发展海南邮
轮产业，解决当前国内邮轮稀缺、缺少
邮轮码头、三亚缺少母港邮轮航线等问
题，加快进入邮轮市场。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代表委员热议海南融入“一带一路”：

找准位置全方位支撑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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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话题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梁振君）列席省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友透
露，琼北地区最大最重要的水源工程——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计划2016年底开工建设。

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属海南省

“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也是我省继大隆水利
枢纽、红岭水利枢纽、红岭灌区工程后的又一个
大型水利工程，系被列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重点
工程。

迈湾水库位于南渡江中游河段，地处屯昌与
澄迈两县交界处，坝址在屯昌县境内，距县城约
32公里。迈湾水库为大I型水利工程，建设迈湾
工程有利于城市、工业供水、农业灌溉、水利防洪、
发电及环境保护等综合利用，工程概算总投资
54.90亿元，迈湾水库的建设将会对屯昌乃至全
省的社会经济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

据介绍，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作为琼北地区
最大最重要的水源工程，也是琼北地区最后一
宗大型蓄水工程，对解决琼北地区供水矛盾，提
高海口、澄迈、定安、屯昌城市防洪标准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2014年 8月，南渡江迈湾水利
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已通过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审查，目前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阶
段工作。

朱华友透露，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计划2016年
12月开工，工程建成后将改善南渡江下游两岸的
澄迈、定安和海口引提水灌溉面积9.1万亩，新增
水电装机容量30万千瓦。

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年底开工
有助于解决琼北地区供水矛盾、提
高防洪标准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梁振君）作为建
设中的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三亚的一
举一动备受社会关注。列席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的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友今天向本报记者透露，
今年我省将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其中三亚
新机场及临空产业园项目计划2016年 9月开
工。该项目已纳入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是面向
东南亚、南海的重要机场，我省努力将其打造为海
南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2015年旅客量突破1600
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按照目前增长速度估算，
现有的机场显然已不能适应三亚国际门户机场功
能，谋划建设新机场对于三亚而言迫在眉睫。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把三亚列为海上合作的战
略支点，打造三亚国际门户机场，启动临空经济区
建设，为三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城市转型升
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面积28平方公里的三亚临空经济区和新机
场，将建设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国际枢纽空港，
并将建设成千亿元规模的产业园，成为三亚发展
的重要引擎。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的《三亚新机场
临空旅游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
告书》听证会公告显示，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申报的“三亚新机场临空旅游产业园项
目一期工程”，位于三亚市红塘湾、天涯镇区西
侧，拟建人工岛位置水深-10米至-12米，离岸
距离约0.8千米，主要通过护岸形成围填区，再
通过回填和软基处理形成人工岛。三亚新机场
及临空产业园概念性规划已初步形成，其中将包
括空港海港运营区、临空国际旅游商贸区和机场
配套产业区。临空经济区将以项目为支撑，通
过建设机场物流中心、空勤保障基地、飞机维修
机库等配套项目，吸引更多基地航空公司落
户。三亚新机场力争5年内建成，发挥好“一带
一路”门户机场作用。

三亚新机场及临空产业园
年内开建
已纳入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是面向
东南亚、南海的重要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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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速递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记者梁振君）已建
成全球首条环岛高速铁路的海南，正在力推海
南与全国高铁网的互联互通。两会召开期间，
列席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
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我省正积极谋划
海口—湛江高铁项目建设，实现海南高铁与国
家高铁网互联互通，海口—湛江高铁项目争取
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保
障，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离不开现代基础设施的
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十三五’加快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必将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远的支
撑、引领作用。”朱华友说。

加快海口—湛江高铁项目建设，有助于实现
推动海南与全国高铁网的互联互通。省发改委负
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海口至湛江的高铁
项目将进行分段建设，如果高铁连接起来，整个一
列高铁可以直接开到船上，速度大大提升，便于游
客旅游。

海口—湛江高铁项目争取
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谋划和实施好2016年省重点项目
计划对实现我省“十三五”开局起步至
关重要。开局之年，省有关职能部门、
各市县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以及储
备等方面都有哪些新思路、新作为？

● 省有关部门：

建设省级项目储备库
实现“项目储备一批、开工建设
一批、竣工投产一批”

列席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省发
改委副主任朱华友说，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要靠项目滚动建设来实现，按照
省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科
学发展、生态立省、保障和改善民生、进
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的要求，2016年我
省计划安排省重点项目421个，项目总

投资16777亿元，年内计划投资1826
亿元。同时储备了一批重大项目，安排
预备项目59个，总投资达2435亿元。

据介绍，今后五年，我省将继续通
过项目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积
极策划和生成一批项目，建设省级项目
储备库，实现“项目储备一批、开工建设
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要求。

“今年重点项目计划安排，充分考
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我们储备了一批
重大项目，安排预备项目59个，总投资
2435亿元。”朱华友说，这批储备项目
主要以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重大生态环保项目为主。

一是基础设施方面。安排预备项
目14个，总投资872亿元，主要有：琼
粤天然气管线项目、海口至湛江高铁项
目、“海澄文一体化”和“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轨道交通项目、儋州机场建设项
目、三亚羊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等。

二是产业项目方面。安排预备项

目45个，总投资1563亿元，主要有：新
型微纳传感器项目、海口美兰临空经济
产业园及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项目、三
亚遥感信息产业园项目等。今年重点
做好这批项目的前期工作，同时加强项
目的策划和包装，形成滚动推动项目的
动态机制。

“在项目筛选上，我们坚持和遵循
省委书记罗保铭提出的‘以亩产效益论
英雄’的思路和标准，坚持项目落地的
同时实现‘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
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
境有改善’。”朱华友说。

● 市县：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积极引进有长期税源、综合效益
好的产业性项目落户

市县是推动项目建设的主力军。

新常态下，各市县在招商引资、推进项
目建设等方面都有哪些新招？

“我们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接
好市场，积极引进有长期税源、综合效
益好的产业性项目落户定安；建立重
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并联审
批制度，推行项目建设写实制度，实时
跟踪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提
速。”陈军代表说，近年来，定安基础设
施日趋完善，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特
别是塔岭园区、新竹绿色产业园，以及
以南丽湖为核心的特色休闲康体养生
文化经济带建设，将极大地促进项目、
产业和要素聚集。

麦正华代表说，陵水将强化招商引
资。一是强化项目筛选，从集约利用土
地，提高项目质量出发，在保持总量增
长的前提下，重点布局省政府确定的
12个重点产业项目，进一步优化项目
结构；二是严守生态红线，在不破坏环

境的前提下，引进能给群众带来利益、
给财政产生持续增收的项目；三是加
强招商服务建设，为投资者提供各种
专业化服务，尽最大可能帮助投资者
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对县内重点
企业实行重点跟踪服务，完善领导联系
重点项目制度、走访企业制度，把精力
集中到跟踪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上。

林东代表说，昌江将围绕重点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民生等
领域，提升项目策划水平，努力扩大有
效投资，力争五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期规
模创历史新高。

“今年我们将强化投资拉动，重点
抓好南丽湖环湖路、国家湿地公园、农
村饮水工程、塔岭工业园和新竹绿色
建筑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南尧沉香
文化产业园、槟榔深加工、新型建材工
业化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陈军
代表说。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项目建设立足当前谋划长远
实现“项目储备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

⬅ 1月28日，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符传泉代表认真听取省高院
和省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1月25日午间，廖晖委员（右一）趁着
会程间隙，来到省律协，与几位律师交流意见，
进一步完善他的提案。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胡靖明 摄

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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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影像

■ 见习记者 计思佳

海南椰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9%，但土地面积制约、种植规模小，加
工企业原料紧缺、精深加工水平有限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海南椰子加工企业的
发展。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多位政协委
员提交提案，为海南椰子产业的转型发
展建言献策。

走出国门寻找替代资源

两会上，致公党海南省委提交了一
份《关于借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促进海
南椰子产业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提案
的执笔者林鸿民感慨：“目前我国椰子
产业年需求椰果高达26亿个，而全省
仅能生产2.5亿个椰果，绝大部分需从

越南、印尼、菲律宾进口。海南企业生
产的椰汁饮料的原料多通过边贸进
口。一旦国外限制椰果原料出口，对海
南椰子产业原料供应影响非常大。”

“我国已有企业在印尼加里曼丹岛
经营大型油棕种植园的成功实例。文
昌、琼海已有一些民营企业赴印尼加里
曼丹等地收购当地椰子原料，这些都值
得借鉴。”林鸿民建议，海南相关职能部
门应制定优惠政策，给椰子加工企业主
动走出去的动力。“支持海南椰子加工
企业前往印尼收购、并购或控股、参股
现有椰子园，争取参与生产经营，获得
稳定的原料供应。相关部门为椰子产
业向外发展提供融资、税收、保险等支
持，建立可行的海外投资保险法规和制
度，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风险保障与
服务。”

推进椰子加工产业园区建设

如何破解当前海南椰子产业发展
的困境？林鸿民认为，抱团发展是关
键。“应推进椰子加工产业园区建设，延
伸产业链，采取联营、合并等多种方式，
进行资源整合。”

林鸿民举例，文昌市政府已规划在
海南航天风情小镇－龙楼镇建立椰子
加工产业园区，包含种植、加工、科研、
旅游七大系统工程。“建议把椰子加工
产业园区建成体现我国水平最高的椰
子旅游景区。设立椰子深加工厂，提取
椰子醇、脂肪酸、椰奶蛋白，生产高级化
妆品、生物医药与保健品、商档洗涤用
品等；提供品种更丰富的椰子休闲食
品；开发东南亚特色的椰子菜肴，椰子

饮料，促进海南椰子产业与生态旅游业
深度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增效。”

致公党海南省委的另外几名委员也
指出，应该吸引有实力的企业进驻园区，
发挥大企业的带动作用，将进货供应
商、销售渠道、品牌创建等进行整合。

拓展椰子文化品牌内涵

李家淦委员认为，虽然椰树被正式
确定为海南的省树，但目前椰子树文化
品牌建设的各项基础都稍显薄弱。“要将
海南椰子产业壮大发展，就应该做深做
强海南椰子文化。”

李家淦建议，拓展椰子文化上，相
关部门应该推陈出新，并进行政策扶
持。“比如引导创立进行椰树文化研究、
椰树种植管理的技术研究机构，建设椰

树文化艺术馆、博物馆，设立椰树文化
主题日等。打造创意产业，策划椰树文
化与旅游、娱乐文化相融合的项目，开发
一系列有特色的生活产品和旅游商品，
如生活类的碗碟、筷子、勺子等等，如旅
游类的工艺品，并且以椰子为主料制作
美食金椰、绿椰全席等等，把椰树文化品
牌打造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来自九三学社海南省委的几位委
员也指出，可积极发挥海南椰子产业联
盟的作用，设立国际椰子论坛。邀请

“一带一路”椰子主产国的领导人、企业
家以及科研专家参加，重点围绕椰子文
化习俗、椰子产业发展、椰子产品、椰子
加工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交流和互动、
调动全民参与的热情，发展椰子产业文
化，加快海南椰子产业开发。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委员献策破解椰子产业“瓶颈”：

海南椰子产业如何“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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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