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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会成：

“海南医疗健康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现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芳菲四月，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
施工现场工人们的干劲热火朝天。博
鳌济民国际医学抗衰老中心、梵美国际
生命健康管理中心、中国干细胞集团附
属医院等项目一个接着一个拔地而起。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考察海南
时指出，海南要加快形成以旅游业为
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产
业体系，把中央支持海南发展旅游业
的政策用足用好。

在我省发展12大产业的规划下，
先行区在医疗健康产业领域扮演着重
要角色。先行区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加速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发展。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在国务
院的关怀和相关部委、省委省政府的
支持下，先行区“国九条”政策落地工
作有序推进，政策不断细化，不少企业
已从中受益。

“‘国九条’中的优惠政策，能够实
现快速引进药品和器械，原来需要5-
8年时间引进，现在只需要1-2年。”博
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相关负责人石锐
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先行区对接项目92个，
其中正式受理项目58个，通过医疗技术
评估项目36个，已举行开工仪式项目
27个，其中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
学中心、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海南
博鳌麦迪赛尔国际医疗中心等3个项
目已试营业。 （本报嘉积4月13日电）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加快建设

27个项目已开工
3个项目试营业

实施“互联网+”行动，优化产业结构

海南生态软件园吸引
1512家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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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实施房地产业“两个暂停”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实施“两个暂停”呵护“最大本钱”

“两个暂停”成效明显
海南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2016年2月23日，我省正式出台
以实施“两个暂停”为重点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即对商品住宅库存消化期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的市县，暂停办理新增商
品住宅（含酒店式公寓）及产权式酒店
用地审批（包括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
审批、土地供应审批、已供应的非商品
住宅用地改为商品住宅用地审批、商品
住宅用地容积率提高审批），暂停新建
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报建审批。

政策出台后，我省各市县政府明确
了房地产去库存任务和调结构方案，积
极结合旅游、文化、农业等产业融合向

外营销，引导企业转型新业态，多措并
举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如三亚市将
网签、审批、办证等服务窗口统一搬迁
到房地产交易大厅，文昌市借助航天城
火箭发射机遇，积极向外营销旅游地产
等。

在今年全国两会海南代表团团组
开放日上，央视记者向现任省委书记、
时任省长刘赐贵提问：“去年海南实施
了房地产‘两个暂停’政策，有人担心会
对当地房地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海南房
地产状况如何？”

对于记者抛出的问题，刘赐贵用
“平稳健康发展”对一年来海南房地产
市场作出综合评价。

事实证明，我省房地产业“两个暂
停”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成效明显，去年

全省房屋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增长
43.4%、51.6%，商品房库存减少930万
平方米，去化期从45个月大幅下降到
23个月，房地产市场保持健康发展。

呵护国际旅游岛“最大本钱”
海南中部4市县直接实施“两个暂停”

习总书记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
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
倍加珍爱、精心呵护。“13亿中国人应该
有环境优美、适宜度假的地方，海南的
同志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

海南省委、省政府牢记习总书记的
教诲，在“两个暂停”政策实施中积极贯
穿这一理念。

去年12月，省政府发布的关于继
续落实“两个暂停”政策的有关通知中，
最受关注的便是“五指山、保亭、白沙、
琼中4个市县，直接列为实施‘两个暂
停’管理的市县”。

该通知明确指出，五指山等4个中
部生态核心区市县，应坚持生态优先，
从严控制房地产特别是商品住宅开发，
不再以商品住宅库存消化期作为是否
实施“两个暂停”的依据，直接列为实施

“两个暂停”管理的市县。
在“两个暂停”调控政策引导下，我

省还多方下大力“软硬兼施”，加大城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资，引
导房地产与健康、养生、旅游等产业良
性互动融合，整体提升海南房地产产品
品质和附加价值。

硬件设施上，我省“五网”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海南环岛高铁和博鳌机场全
面开通、百镇千村繁星点点散布全岛；
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使得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软件环境上，海口“双创”、三亚“双
修”活动中，政府部门沉下基层，24小时
不间断巡逻整治城市“脏乱差”，维护交
通秩序，开通政府服务热线听民意、解
民忧，频被百姓点赞。

今年2月20日，海南省五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刘赐贵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加强城市棚户区和农村
危房改造，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努
力实现本地居民“居者有其屋”。

着眼长远调结构
海南经济出现“两升两降”喜人势头

“两个暂停”政策给海南带来的积
极影响，远不止快速去库存，更超出了
房地产行业本身。我省商品住房库存
去化期大幅下降的同时，海南经济更
是出现了“两升两降”的喜人势头，影
响深远。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两个暂停”实
施一年多以来，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均超
过年初预期目标或达到预期上限，去年
GDP超4000亿元，增速达7.5%，时隔3
年实现一个千亿元跨越，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637.5 亿元，同口径增长
8.8%；相比之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整
个固投比重却下降了3.1个百分点，税
收占比也大幅下降。

去年以来，我省实施“两个暂停”政
策的同时，着眼长远调结构，把旅游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等
12个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持续发力，向

“三年成形、五年成势”迈出了坚实一
步；并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投资，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程范淦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海南生态软件园最近再次成为
互联网行业聚焦点。

亚洲首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真
人对打的扑克赛事——“‘冷扑大师’
VS 中国龙之队”扑克巅峰表演赛4
月6至10日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
引起业内高度关注。赛后，“中国龙
之队”还宣布进驻海南生态软件园。

海南生态软件园为何这么受企
业欢迎？“中国龙之队”队长杜悦表
示，我们看好海南生态软件园，对海
南发展互联网产业有信心。

近年来，我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把实施“互联网+”行动
作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创新创业、
提高发展水平、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取得显著成效。海南生态
软件园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近两年，软件园建设大步向前。
2016 年海南生态软件园实现产值
232.7亿元，税收11.2亿元。截至今
年3月，海南生态软件园已吸引1512
家企业注册。

澄迈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
我省加快推进“多规合一”的背景下，
澄迈在海南生态软件园设立了企业服
务超市，企业办理注册手续不必再赶
赴金江，工作时限也由原先的10个工
作日缩短至半天以内；与琼中合作实
施“飞地”政策，让注册企业实现免排
队IPO（首次公开募股）；简化企业自
建办公楼的项目立项、报建、消防等审
批环节，大大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只要利用好当地高质量的空气
和优渥的政策环境，为全国人民打造

‘第二办公室’，我们的互联网产业发
展就将迎头赶上。”海南生态软件园
市场企划部有关负责人陈金梅说。

（本报金江4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结合海南的自然条件、相关的
发展方针和政策，发展医疗健康产
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4月12日，
在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面朝大海的
办公室里，第一投资控股集团董事
局主席蒋会成告诉记者。在海南这
片他扎根了30年的热土上，一股新
的发展热潮正在掀起。

作为一名在海南成长起来的企
业家，蒋会成见证了海南的发展。
他表示，近年来海南的经济发展有
了很大变化，但是医疗和教育的发
展水平还相对滞后。“近几年，国家

高度重视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推
行医改鼓励社会办医，出台了一系
列关于健康服务业、养老产业的重
大政策。”敏锐的蒋会成意识到，结
合海南的自然生态优势，医疗健康
产业将大有发展。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设
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并给予九项支持政策。“十三五”开
局之年，海南在全国率先选择医疗
健康产业作为产业转型的突破口、
全省“十三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支
柱产业。这些无疑都为海南医疗健
康产业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省委、省政府给予了我们非常

大的支持，提供的相关服务也很高
效，很多外地的医疗机构对我们非
常羡慕。”蒋会成笑着说。

作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的重要参与者，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投资建设的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
国际医学中心于2016年3月正式落
成，这是利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九项政策建成的首个国际化
医疗项目，也是先行区首个动工并首
个完工的项目。由该集团投资建设
的“颐养公社·阳光城”，也成为海南
养老品牌。

蒋会成表示，医疗健康产业的
发展，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医疗服务

水平，在为海南当地居民提供优质
医疗和养老服务的同时，也吸引更
多的国内外游客到海南来进行医疗
旅游。而房地产业和医疗健康产业
的结合，也能有效提升房地产的附加
值，推动传统房地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几年，海南的医疗健康产业
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今全岛也掀起
了社会办医的热潮。我们希望，政
府能够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特别是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相关
政策的实施和落地，为社会办医提
供更好的环境。”对于未来海南的医
疗健康产业，蒋会成充满期待。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
岛屿省份，是全国人民休闲度
假置业的热门选择。在很多
购房者看来，在海南买房不
仅是买健康，更是选择一种
有远见的享受生活的方式。

海南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曾伴随着一系列问
题：房地产业在经济中占比过
高，结构单一，库存量大。而
海南的土地资源本就稀缺，特
别是在海岸带和生态核心区，
房产过度开发对“国际旅游岛
的最大本钱”构成了威胁。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指出：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希望海南处理
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
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海南牢记习总书记的嘱
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于
去年初出台房地产业“两个
暂停”调控政策，加强对全
省房地产市场开发管控，明
确房地产去库存任务，促进
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平稳
健康发展，呵护海南宝贵的
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经营性房地产投资加快增长。图为陵水清水湾星级度假酒店群。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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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年的23.1：23.6：53.3
调整为24.0：22.3：53.7

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

提高0.4个百分点

全年421个省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2136.7亿元

同比增长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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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组织港澳台、北京、厦门、深圳等
招商活动

签约项目472个

协议投资额4994亿元

项目当年落地率超过50%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