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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过去，令人感慨。2010年
以前，儋州滨海新区还是一片沉寂的海
岸。如今，这里的项目建设风生水起，成
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宽阔的滨海大道向
前延伸，连起了日新月异的经济增长带。

说起这条滨海大道，其建设过程并
非易事。

据了解，不少市县在推进项目中
发现，省里下拨的涉及建设用地指标、
林地指标等总是不够用，而一个指标不
到位，往往耽误的是项目的整体推进。

面对同样的问题，儋州市的做法是：高
度统筹、最大限度避免指标因素干扰。
参与过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点项目建
设的一位市委干部透露：“滨海大道刚
开工时就面临着多处涉及林地指标，且
指标不够用的状况，要按过去的做法，
就干脆停下来‘等’，现在的做法却是，
我们空出来未获批的部位，其他地段照

常开工建设！”
一边协调办手续，一边专心搞建

设，高度统筹的结果，就是将制约重点
项目的诸多问题实现“约束转化”。不
少项目非但没有被“捆住”，反而热火朝
天地干了起来。

儋州滨海新区的发展变化，关键在
于市委、市政府决策层具有前瞻性眼光

并实施创新举措。
经过实践检验，2015年底儋州推出

战略定位的“升级版”。儋州市委书记严
朝君说：“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制
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儋
州‘一市双城三区四地’发展战略。”

据介绍，“一市”提升为加快儋州地

级市建设发展，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
省的中心城市；“双城”即建设那大城区
和滨海新区；“三大功能区”即建设西北
部滨海经济区、中部综合经济区、东南
部生态经济区；“四地”即建设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基地、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
现代临港工业物流基地、国际旅游岛旅
游度假目的地。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走得
远。“一市双城三区四地”的大布局，让创
新创业之举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树立创新理念

“十二五”时期，新增私营企业3055家，创新创业大潮正在多领域、多产业涌起

儋州：筑巢引凤打造创新创业活力区
网络预约看病、网购时

尚产品、销售特色农产品、
提供小额贷款担保……这
些都将在儋州农村逐步实
现。11月2日，北京慧根网
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落地儋
州启动仪式举行，该市推动
农村“互联网+”又多了一个
平台。

这样的网络平台，给农
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也
带来了就业创业机遇，吸引
不少合作者加盟。儋州市
白马井镇的谭明优，在慧根
网落地和启动仪式上，当场
申请加盟并签订协议。他
兴奋地说：“有了这个平台，
我能够把外面的时尚商品
买进来，把儋州的特色农产
品卖出去。”

“互联网+”日趋成为儋
州城乡新兴支柱产业。据
统计，目前该市互联网产业
城登记申请入驻企业达到
177家，其中已入驻办公75
家。海南鼎尚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飞说，那
大互联网产业的两期平台
工程全部投产运营后，将有
效助推创新创业，至少可提
供5000个岗位。

包括互联网产业在内，
创新创业大潮正在儋州多
领域、多产业涌起。千年古
郡儋州，激发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无穷活力。

今年以来，儋州市共有11家社会培
训机构申报培训计划，其中创业培训有
2家；完成创业就业组织培训560人；组
织了“海花岛之约·精准扶贫”专场招聘
会，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

作为百万人口大市，儋州每年通过
多种途径转移人力资源上万人。

为了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热潮，儋州从多方面推出本身就具有创
新意义的举措。

除了定期与不定期开展技术技能
和创业培训，儋州还充分发挥当地高校
资源优势。

今年7月9日，海南大学热带农林

学院与儋州签约合作共建。双方从五
大方面合作共建，通过共建博士后流动
站、设立“东坡学者”计划、创建国际热
带农林科技和产业儋州论坛等，实现互
利共赢。

在共建人才培养体系方面，海南
大学支持儋州市将热带农林学院作
为培训基地，举办各类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员、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儋州市
支持海南大学从热带农林学院选派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市属有关单

位挂职锻炼培养；海南大学积极为儋
州“订单式”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专业
人才；双方共建产学研结合的科研创
新平台，服务儋州市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优先向儋州市提供科研成果
和专利技术等。

同时，儋州出台扶持特色产业办
法，着力构建创新创业机制。

从2015年11月开始，儋州市开放
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贷款100万元，
且在两年期限内，由财政按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的50%予以贴息。据介绍，儋州
开放创业担保贷款的申请者资格条件
为：吸收六类困难人员就业人数比例，
不少于企业工人总数的15%。而“六类
困难人员”指的是：40岁及以上女性、50
岁及以上男性大龄工作人员，城镇低保
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持有残疾
证的残疾人员，登记在册连续失业1年
以上的社会人员，完全失地的人员。儋
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推行创
业担保贷款制度，帮助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做大做强，使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
相得益彰。

2015年9月1日，《儋州市扶持互
联网产业发展实施意见》《那大互联网
产业城建设实施方案》开始实施：对国
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总部整体迁入儋
州，或在儋州设立区域性总部、独立核
算的分支机构，除按“42号文件”享受省
政府有关优惠政策外，市政府一次性给
予500万元的落户奖励。企业年增值
销售收入第一次达1000万元、2000万
元、3000万元、4000万元以上的，当年
度一次性分别给予25万元、50万元、75
万元、100万元的成长奖励。

实施创业举措

一系列颇具创新意义的有力举措，
催生了充满干事创业活力的儋州。

作为首个入驻儋州互联网产业城
的网络大咖，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不
断创新，正加快实施“南海云都”战略，
从而催生系列全新业态。

据介绍，“南海云都”产业发展战
略，是以互联网、云计算产业为基础，
面向全国的产业规划发展战略，是儋州
市乃至海南省信息化建设领域的重大
模式创新。

“南海云都”发展战略，涵盖了城市
建设、公共安全、民生建设，由东华软
件担纲产业龙头，着力构建“1+4+N”
总体模型。

“1”即一个城市云计算中心。由海
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出资建设“南海云
都”云计算中心，政府参股，并按比例后
续追加投入。基于大数据中心，支持企
业、公众和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数据开
发新应用、催生新业态、衍生新产业，对
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4”即构建四大服务平台：一是“云

上政务”精准服务平台，强化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营造绿色、生态办公环境，推
动跨部门业务协同，构建纵向贯通、横
向联动、资源共享、安全可控的电子政
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二是“云上生
活”惠民服务平台，以市民需求为导向，
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社
区管理和便民服务、养老服务、日常生
活服务等民生领域，构建城市级惠民服
务综合信息平台。三是“云上特区”产业
发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构建一个汇
聚城市经济运行各领域信息和服务的城
市级经济运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扶
持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四是“平安儋州”综合治理平台，
以社区网格化、大城管体系、环境保护、
公共安全、应急指挥等重要领域为基础，
构建一个汇聚社会治理各领域信息和应
用的城市综合治理信息平台。

“N”即政务、民生、经济、社会治理

多领域智慧应用体系。包括推进智慧
政务、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园区、
智慧城管、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交
通、智慧环保等诸多领域的重点智慧应
用工程，推动形成政务运行高效化、民
生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智能化、城市
保障精细化的格局。

除了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实施
“南海云都”战略，今年4月，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与儋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启迪之星孵化基地暨科技城项
目将落户儋州，从而创造更多的创新创
业机会。儋州“互联网+”日趋成为支柱
产业，新的科技商圈呼之而出。

与此同时，生活商圈也成为儋州活
力的亮点。

如今在儋州，也能享受大城市大超
市购物的畅快啦！2015年底以来，斥资
近10亿元的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一
期开始试营业，这是海南西部最大现代

商业综合体，集零售、餐饮、娱乐、休闲、
文化、康体等于一体，为居民和游客提
供一站式消费体验。

与夏日广场一街之隔的，是鼎尚时
代广场。由这两大商业广场往东南方
向，是海南西部家居建材博览中心，总
投资3.8亿元。其业主单位海南佳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器仕介
绍，已有上百个家居建材品牌旗舰进
驻。今年6月，该博览中心开业酬宾。

除了那大城区的多个商圈，儋州滨
海新区也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带。

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的海花岛旅游
综合体，在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海花岛产业集团董事长肖恩表示，
恒大立足于文化旅游产业蓝海，依托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核心优势，计划投入
1600亿元打造世界级、世纪级文化旅游
项目——中国海南海花岛。项目占地8
平方公里，是迪拜棕榈岛的1.5倍；汇聚

了 600位国际设计大师，规划建设旅
游、文化、会议、会展、商务等28大业态。

上述大商圈是儋州经济的突出亮
点。如果从面上来看，近年来随着改革
开放持续深化，儋州发展活力逐步释
放。由于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
环境不断优化，儋州成功引进一大批企
业，民间资本活力迸发出来，投资主体
日趋多元化且不断优化。“十二五”时
期，全市新增私营企业3055家、个体工
商户13195户。特别是2015年5月18
日深化证照简化等改革以来，儋州新增
注册企业1384家，其中2016年上半年
全市新增企业639家。

作为新兴地级市的儋州，“十三五”
期间如何又好又快发展，让更多人实现
就业创业梦想？儋州市长张耕表示，在
树立创新理念、形成长效机制的同时，儋
州着力构建综合立体的“路网”、均衡协
调的“水网”、保障有力的“电网”、通信畅
通的“光网”、普及城乡的“气网”，为经济
社会跨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持续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平宗）

构建活力儋州

“十二五”
时期

全市新增私营企业3055家、个
体工商户13195户
特别是2015年5月18日深化证
照简化等改革以来
儋州新增注册企业1384家
其中2016年上半年全市新增企
业639家

“一市”提升为加快儋州地级
市建设发展，打造辐射西部、服务
全省的中心城市

“双城”即建设那大城区和滨
海新区

“三大功能区”即建设西北部
滨海经济区、中部综合经济区、东
南部生态经济区

“四地”即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基地、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现代临港
工业物流基地、国际旅游岛旅游度假目
的地

2015海南（儋州）热带农业成果博览会为儋州创新创业注入活力。 平宗 摄 充满创新活力的儋州，特色养殖逐步兴起。 平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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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大力发展花卉产业，引领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平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