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南宁、海口机场
为重点，以湛江、北海、
玉林、儋州机场为支撑，
若干通用机场为补充，
形成分工明确、合作紧
密的机场群。

空
按照城市群沿海

港口布局和分工协作
优化思路，海口港的
客运功能也将更加突
出。

海

儋州机场建设时间表
2012年5月

儋州机场选址工作启动
2013年10月

民航中南局组织召开了选址报
告初审会，会议原则通过了选址报
告，并推荐梅花岭场址为首选场址
2014年4月

设计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完成了
对选址报告的修改
2014年6月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致函有关方
面征求对机场预选场址的意见，待
有关方面出具支持性意见后，海南
省发展改革委即可将选址报告报送
民航局审批
目前儋州机场建设进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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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官蕾 周晓梦

“仔细研究《规划》，会看到其中许
多含金量很高的东西。”今天，针对《北
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对海南的影响，海南省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霍巨燃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他认为，《规划》的颁布实施至少可以
为海南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从《规划》的四条基本原则和五个
战略定位上看，提出坚持打好“绿色”
和“开放”两张牌，以开放促开发，以
绿色谋发展，构建高层次开放平台和

综合性开放通道，并提出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加快打造国际产能
合作先行基地、重要服务平台、人文
交流纽带等。值得一提的是，《规划》
提出，探索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先
行先试和促进沿边地区开放的部分改
革举措和政策，率先在北部湾城市群内
推广，协同攻坚、共克难题。使区域内
部分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扩展到整个
区域，这种政策叠加的效应进一步扩大
海南的开放空间；坚持科学发展，实现
绿色崛起，是海南一直以来的发展理
念。《规划》提出，将北部湾城市群打造

成全国重要绿色产业基地，并要求存
量实行绿色化改造，增量高端化发展，
为海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特别是进
一步建设好冬季瓜菜基地、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现代服务业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从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上看，对
外交通一直是海南经济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的实现，海南对外出行将更加便利，
物流更加顺畅。《规划》将万宁儋州洋
浦高速公路、儋州机场、海口和儋州
综合客运枢纽、红岭灌区、南渡江引

水、迈湾和夭角潭水库、电网跨海联
网二回、昌江核电二期、海口-湛江
出岛光缆等基础设施项目也列入其
中，为海南加快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
提供了重要支持。

《规划》提出，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北
部湾城市群核心竞争力，必须把保住一
泓清水作为不可突破的底线，坚持陆
海联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建好蓝色
生态湾区，并提出共建区域生态屏障、
建设水系生态廊道、加强海岸线保护与
管控、强化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要求。

“海南岛特别是西部的北部湾沿

岸地区被纳入国家规划，海南发展潜
力会被空前激发。”有专家指出。

也有专家认为，《规划》对海口海
洋经济的开发和提升，以及海口的陆
地开发将有不可估量的带动。特别是
海口和广东省湛江市纳入北部湾城市
群后，相邻的广东珠三角城市群，是国
家级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正好处于
泛珠三角经济圈范围内；而背靠大西
南，北部湾城市群又是各种区域合作
交叉的地方，有可能吸收珠三角优势
产业，这对于海口将产生非常大的积
极意义。 （本报南宁2月17日电）

在北部湾城市群效应的带动下，我省将在产业升级、交通建设等方面迎来新发展

政策叠加将扩大海南开放空间

本报南宁2月17日电（记者周
晓梦 官蕾）作为国家规划的区域性
城市群之一，“蓝色海湾城市群”的定
位让北部湾城市群迎来了区域合作
的历史性新机遇，也让这个城市群

“新星”颇具特点。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北部湾城市

群核心竞争力，必须把保住一泓清水
作为不可突破的底线，坚持陆海联
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建好蓝色生
态湾区。”在谈及其定位内涵时，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城镇化规划
处处长相伟说道。

那么，如何使“蓝色”成为北部湾
城市群最鲜明的发展标识？其中的
关键词之一，是“陆海一体化”。按
照《规划》，要以陆域和海域空间作
为整体进行谋划，以陆域腹地服务
海洋开发保护，通过共建区域生态
屏障、建设水系生态廊道、加强海岸
线保护与管控、强化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等举措，提升陆海统筹

发展水平，构筑北部湾陆海一体化
的生态安全格局。

与《规划》中这一要求遥相呼应
的，是我省2015年就已开展的海岸带
保护与开发专项检查和全面整改行
动。这一行动，在全省12个沿海市
县、1823公里海岸线上刮起整治风
暴，共查处805宗违法违规建设问题。

这一系列行动，为北部湾建设
“蓝色海湾城市群”奏响了前奏，也为
城市群环境共治的“大合唱”奠定了

基础。
《规划》提出，要通过加强跨界水

体污染治理、强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等措施，共同推进区域环境的联
防联治，建立统一的环境监测体系以
及环境污染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环境
联合执法监督机制，以密切评估生态
环境变化，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山海相连，生态环境保护不分你
我，这是北部湾打造“蓝色海湾城市
群”的应有之义。

亮点2：生态

陆海联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打造蓝色生态湾区

把保住一泓清水作为建设底线

本报南宁2月17日电（记者周
晓梦 官蕾）只凭一张票，在北部湾城
市群之间就可以搭乘不同交通工具
畅行，这可能吗？《北部湾城市群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给出了激动
人心的答案——未来，北部湾城市群
之间，将有望“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
的‘一票到底’联运服务”。

《规划》透露，为提升客货运输服
务水平，北部湾城市群将按照“零距
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打造枢纽
城市内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安全
便捷换乘换装体系。优化运输组织，
创新服务方式，推进城际、城乡客运
服务公交化运营，实现不同运输方式
间的“一票到底”联运服务。并培育
多式联运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样

化、专业化货运服务方式，实现全程
无缝衔接的一体化运输服务。

区域发展，交通先行。有专家表
示，一个成熟的城市群，群内城市在设
施上是共建共享的，通过便捷的交通
联系将这些城市凝聚成一个有机整
体，实现“1+1>2”的聚合效应。

为此，《规划》明确，北部湾城市群
将推动基础互联互通，构建起综合交
通运输网络，从打造空海航运体系、加
强与东盟国家陆路互联互通、畅通对
接“三南”陆路通道、构筑城市群内快
速交通网络、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等方面，统筹陆海空交通基础设施资
源，打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连通
水平，让城市之间的距离更近。

推广跨城市的交通“一票式”联程

服务，需推进建设一大批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其中，涉及我省的就有不少。

空运方面，《规划》提出以南宁、
海口机场为重点，以湛江、北海、玉
林、儋州机场为支撑，若干通用机场
为补充，形成分工明确、合作紧密的
机场群。提升南宁、海口机场的国际
化水平，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城市航
线全覆盖，构建面向东盟的空中国际
门户。港口方面，按照城市群沿海港
口布局和分工协作优化思路，海口港
的客运功能也将更加突出。

在陆路建设上，北部湾城市群将
以南宁、海口、湛江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为支点，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普通铁路等多层次轨道交通和高等
级公路为骨干，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并将贯通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等，形成
“环湾”交通通道，提升交通网络覆盖
范围和联通程度。

陆海空，齐齐发力……交通一体
化是北部湾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本
前提条件和重要支撑，也是我省交通
从“岛内小循环”积极参与到“岛外大
循环”的良好契机。

此前，被多次提及的湛江—海口
跨海通道，在《规划》中被列入构筑城
市群内快速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
该规划提出要开展湛江—海口跨海
通道前期论证，与防城港-钦州-湛
江-阳江、南宁—北钦防高速铁路等
构建起“两横两纵一环”骨干通道，力
争实现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邻近
城市间1小时通达。

亮点1：交通

北部湾城市群间有望实现“一票到底”
湛江—海口跨海通道将开展前期论证

我省将从五方面推进《规划》实施

扎实推动6市县改革创新

本报南宁2月17日电 （记者官蕾 周晓
梦）“《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实施，对
环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战略定位，
描绘了前景蓝图，理清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务实
举措，是环北部湾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契机，也
将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产生重要作用。”今天
上午，在“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
上，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霍巨燃说，规划已
经批复，关键是抓落实，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据
他介绍，海南将从五个方面推进规划实施。

一是结合国际旅游岛战略定位推进落实。
把《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
政策措施与国家赋予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六大战
略定位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推动海南沿北部湾
6市县进一步加强改革创新，密切与环北部湾
其他城市协作协同；加强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参
与构筑北部湾地区陆海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
共建蓝色生态湾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参与中国-东盟和泛
珠合作；加强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保障工作，推
进服务基地建设；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发展热带现代农业，大力开展农业合作。

二是结合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推
进落实。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报告已经中央深改组审查原则通过，规划文本
已上报国务院审批。规划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央
提出的“三区三线”的划定、海南着力发展的十二
个重点产业、“五网”（路网光网电网水网气网）基
础设施、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重点产业园
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内容，与《北部湾城市群发展
规划》的主要内容高度契合。我们将《北部湾城
市群发展规划》对海南提出的要求体现到《海南
省总体规划》中，通过《海南省总体规划》的实施
来进一步落实《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

三是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落实。海南
省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其中重
点打造以海口为中心的“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
圈的建设，儋州作为新兴地级市正加快培育发展
成为西部中心城市，我们将以北部湾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带动辐射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

四是建立健全实施机制推进落实。海南将
《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战略目标、主要
任务逐项分解落实到各市县各部门，统筹协调
推进。建立定期协调督查机制，确保规划目标
和任务如期完成。

五是与广东、广西密切协作推进落实。海南
将加强与广东、广西的协作配合，大力促进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明确各自责任，理清三方任务，形成
规划实施的合力，共同打造蓝色海湾城市群。

《规划》提出五个突破几乎都涉及海南

儋州机场
项目规划建设将提速

本报南宁2月17日电 （记者官蕾 周晓
梦）根据《规划》，北部湾城市群围绕总体定位，
加快在五个分发展定位上实现突破：面向东盟
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枢纽、西南中南华南地区开
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全国重
要绿色产业基地、国家陆海统筹发展示范区。

“五个突破几乎都涉及海南。”业内人士说，
第一个突破就与海口港和洋浦港建设紧密相
关；第二个突破将使海南摆脱地域的限制，更开
放畅快地与岛外相联；儋州机场新建、海口机场
扩建在第三个突破里将得到加快推进；第四个
突破和第五个突破与海南的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高度契合，尤其为建设南海开发利用服务保
障基地，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规划》提出，以海口机场为重点，以儋州机
场等为支撑，若干通用机场为补充，形成分工明
确、合作紧密的机场群，实施海口机场扩建工
程，新建儋州机场，提升海口机场的国际化水
平，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城市航线全覆盖，构建
面向东盟的空中国际门户。

“新建儋州机场已说了一段时间，中间碰到
一些情况，但项目仍在继续推进中。”今天，海南
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透露，“现在儋州机场
建设已进入《规划》，对项目会有很好的推动，相
信儋州机场的建设步伐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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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茂阳城镇发展轴
湛茂阳城镇发展轴

海口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发展19个
城市群、2个城市圈，构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
格局。目前，国务院已批复同意了长江中游、哈长、
成渝、长三角、中原和北部湾等6个城市群规划

北部湾城市群
2016年2月
国务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

面向东盟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枢纽
“三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
衔接的重要门户
全国重要绿色产业基地；陆海统筹发展示范区

发展定位

“两极”
指以海口和湛江为中
心的两个增长极。“一湾”

指以北海、湛江、海口等城市
为支撑的环北部湾沿海地区，
并延伸至近海海域。

北部湾城市群打造
“一湾双轴、一核两极”框架示意图

““双轴双轴””
指 南 北 钦 防 、
湛茂阳城镇发
展轴

““一核一核””
指南宁核
心城市。

本版制图/王凤龙

北部湾城市群将以南宁、海口、湛
江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为支点，以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等多层次
轨道交通和高等级公路为骨干，构建
综合交通网络。

开展湛江—海口跨海通
道前期论证，与防城港-钦
州-湛江-阳江、南宁—北钦
防高速铁路等构建起“两横两
纵一环”骨干通道。

陆

亮点3：产业

北部湾将打造环境
友好型现代产业体系
重点城市将对
特定国家地区免签、落地签

本报南宁 2 月 17 日电 （记
者周晓梦 官蕾）“建设全国重要
绿色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一批
特色农业基地、循环产业示范
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实现临
港工业绿色智能发展，构建适应
湾区环境要求的产业体系”……
新年伊始，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
划揭开面纱，为这片湾区注入新
活力。

《规划》提到，北部湾要打造
环境友好型现代产业体系，坚持
绿色化、特色化发展方向，化资源
优势为产业优势，以全面开放促
产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
力发展海洋经济，培育壮大发展
新动能；以集聚集约集群促产业
提升，培育一批有特色优势的产
业集聚区，创建一批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全面夯实城市群
产业基础。

而海南着力发展的十二个重
点产业、重点产业园区，与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高度
契合。铺开在北部湾城市群的特
色优势产业布局“地图”，可以发
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轨
道交通、通用航空、汽车制造重点
布局在南宁、湛江、钦州、海口；旅
游产业集群方面，滨海游重点布
局在海口、北海、钦州、防城港、湛
江、茂名、阳江；养生游重点布局
在北海、海口、湛江；以崇左、防城
港为重点打造边关风情旅游发展
带。

构建现代服务业集群方面，
《规划》则以商贸物流、信息服
务、现代金融、商务会展、海洋服
务、文化服务等为重点，推进南
宁、海口等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
发展……北部湾城市群“扩容”、
产业布局铺开，随之而来的，还
有一系列政策“礼包”，如《规划》
提到将在重点城市实行针对特
定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落地签政
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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