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气产业招商签约项目9个

落地项目

145亿元落地金额

8个

签约金额

亿元155

落地率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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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期间，省
工信厅将于6月28日上午在海口香
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海南省互联网产
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三场专
题招商推介座谈会，并将在会上签约
合作项目。

截至目前，三场推介会共邀请近
300家企业参会，包括沙特基础工业、
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中船工业、中
船重工、中国北方工业、华为、美国康

宁、中电建、中国燃气、振华石油、山东
高速、中兴、百度、科大讯飞、国科量
子、北控水务等世界 500 强及中国
500强企业，中海石油气电集团、贵州
益佰制药、中国光大国际、中电新能
源、桑德集团、成都成设航空科技、软
通动力、中电长城、东华软件、摩拜、中
国医药健康产业、齐鲁药业、先声药业
等行业龙头企业。

目前省工信厅已包装策划68个

产业招商项目，涵盖互联网、低碳制
造、医药、油气、军民融合、节能环等产
业。推介会将以产业推介和嘉宾现场
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力争通过此次大
型招商活动平台达到广泛宣传的目
的，吸引更多投资者与海南合作。

省工信厅一贯坚持“功夫在会前”
的理念，为扎实做好前期嘉宾邀请和
签约项目落实工作，该厅主要负责人
多次率领相关处室和园区，借参加国

内外各种交流活动的机会，以及主动
登门拜访等方式，分别赴北京、深圳、
珠海、贵阳、澳大利亚等地与企业高层
进行对接，邀请负责人参加2017海南
综合招商活动，探讨双方合作可能。

据悉，截至目前，本次海南综合招
商活动，全省工信领域四个重点产业
拟签约项目90余个，计划投资额合计
近700亿元。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将举办三场专题招商推介会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丹虹

“招商引资对海南工信产业乃至
全省经济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
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勇说，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使最好
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使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保护与发展双
赢。我省目前存量企业不多，尤其是
具有话语权的龙头企业很少，要实现
换道超越，就必须突出主导产业招
商，加快壮大产业集群，放大“三大优
势”，在招商引资上寻求突破。

招商先选商，韩勇说，近年来工

信产业在开展招商工作时始终坚持
两大选商方向，一是严把生态关，始
终坚持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坚决不
上，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坚决不
上；二是着眼于新兴产业培育及配
套，近两年全省工信领域在项目策
划、目标企业选择上，都将此作为题
中要义。

韩勇说，对于低碳制造、油气加
工等产业，海南不能搞外延式扩张，
重在内涵式延展，要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促进产业转型，壮大产业集群。

省工信厅还坚持靶向招商、高端
嫁接，在世界500强，国内10强、三甲
这些“尖子选手”中寻求合作对象，通

过引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培育新型
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层次。

韩勇说，在招商拉投资上项目的
同时，更要着力建设高端平台，吸引
人才来琼发展，紧盯大型央企、高水
平科研机构等，通过与他们合作，吸
引国家在海南投资，发展高端产业平
台，促进各类高层次人才扎根海南，
改善我省人才结构。

近年来，省工信厅就通过举办大
型“互联网+创新创业节”等活动，鼓
励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留学归国人
才等来琼发展，让海南成为生机勃勃
的创业岛、创新岛；并推动企业与本
地院校的合作，扩大本地年轻人的就

业比例，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企业引进来，也要服务好，韩勇

说，我省近年来大力优化行政审批，
实施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推广

“极简审批”和全流程互联网“不见
面”审批，最大限度提高服务效率质
量，切实做好招商引资的落地率。

同时，省工信厅还实施落地企业
全程跟踪服务制，按照投资量分别
由厅领导、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市
县工信负责人对口服务，及时解决
项目建设的困难和问题，促使项目
早日落地、建设、竣工投产，形成新
的发展增量。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省工信厅近年来围绕重点产业招商成果丰硕

靶向发力做强工信产业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丹虹

“海南拥有稀缺的热带资源，是公
认的最佳居住地之一，在发展‘互联
网+健康’等方面优势十分明显，大有
可为。”去年12月，在海南“互联网+”
创新创业节上，我国汉字信息处理奠
基人之一倪光南院士非常看好海南信
息产业的发展前景。

海南拥有的不仅是生态环境、气
候、海洋等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近年
来我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方面投入，

“五网”建设日益成型，去年底，我省已
实现了“全光网省”目标，短短两年时
间，海南宽带网速在全国排名提高了
15个位次，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由落后
位置跨越式进入全国中上水平。

园区经济也是海南发展工信产
业的一大优势，目前全省共有8个工
业和信息产业园区，入驻企业2076
家 ，2016 年 产 值 占 全 省 工 业 的
75%。2014年省政府还专门设立了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资金，共拿出20
亿元财政资金，撬动投资181亿元，
建设了205个配套项目，极大地改善
了园区环境。

在软环境方面，作为全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省级特区、建设中
的国际旅游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海南拥有国家特别立法授权、
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执行《中西部地
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开放度

大、含金量高的优势政策，并针对重点
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相对应的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政策。

同时，海南还在全省范围推行“多
规合一”，在重点产业园区推行“以规
划代立项”等一系列极简审批制度；实
施网上审批，制定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确保每个项目审批不超过3个工作
日；在《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报告》中
位居前列。

工信产业发展正当时

近年来，全省工信系统充分发挥
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三
大优势”，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
找准时机，在加大力度培育和支持本
土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引进一批国
内知名企业落户海南，扎根海南。

截至目前，在省工信厅的招商名
录里，已经写上了中海油、中石化、中
船、中船重工、航天科技、中航工业等
一批大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已经或

者正在成为海南工业的中坚力量；腾
讯、中兴、中电、华为、百度、新华网、
新浪、网易等一批知名互联网企业的
到来，更是推动了海南互联网以年均
20%以上速度发展；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电信运
营巨头，为海南的光网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

在将招商目标锁定大企业和龙头
企业的同时，省工信厅更着眼于产业培

育及配套。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中工
信领域涵盖互联网、低碳制造、医药、油
气等四大产业，如何做大做强产业基
础、如何更好地延伸及完善产业配套是
工信系统招商选商的重要目标。

以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应用为例，
我省从生产、应用、智能物联等全产业
链进行招商，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
从产业空白发展到家用轿车、大公交、
微公交、充电桩及创新共享模式等成

形上规模。
近年来随着资本投资多元化，一

批投资机构掌握了大量极具潜力的创
业项目和企业。省工信厅尝试在互联
网领域，创新资本带项目的招商方式，
由资本平台推荐适合海南实际、发展
前景广阔的企业或创业团队，通过双
向选择，入驻海南各创新创业基地，目
前通过这种方式推荐和带动落户海南
的互联网企业或项目近百家。

靶向发力招商收获丰

部门部门专访专访

大力发展新型
工业和互联网产业，
做精做优做好工业
经济，是加快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内容之一，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韩勇说，“十三五”期
间，海南工信领域将
着力打造互联网、低
碳制造、医药、油气
等产业，并将重点围
绕这四个产业，以开
放的政策、优质的服
务，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以最好的资源
吸引最符合海南实
际、最具发展前景的
产业投资。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勇：

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为投资企业提供持续项目跟
踪和后续服务——

省工信厅协助公司
解决“瓶颈”问题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丹虹

“两年来，公司实现了由筹建注册成立、
存量资产注入，迈入全面运营的三级跳，这些
都离不开海南省政府和省工信厅的大力支
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建
设部门相关负责人袁炜说。

作为一家年轻央企在我省设立的分公
司，海南铁塔两年来在海南已完成投资近20
亿元，建成信息基础设施项目近7000个，目
前我省全部基站共享率已由两年前的20.6%
提升至30.97%，新建站址共享率更是达到近
90%，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海南铁塔还积极推动我省4G行政村和
高速高铁“两高”覆盖建设，特别是去年完成
的“西环高铁通信覆盖项目”，不仅是我省重
点项目，更是中国铁塔“2015年一号工程”，
展现了诸多创新和亮点，成为全国样板工程。

袁炜说，海南省政府和省工信厅对海南铁
塔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以前通信基站建设基本
只是企业自身行为，海南则将其纳入全省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三年专项行动方案，向各市县政
府下达基站征址任务考核指标并进行督办，通
过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现场办公等方式为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还对行政村4G基站建设给予
财政补贴，据我了解，这在全国开创了先例。”

“基站建设过程中，有的群众因为缺乏了
解而有抵触情绪，推动建设工作更是离不开
全省工信系统对基站辐射对人体没有危害等
相关知识的大力科普宣传工作。”袁炜说，很
多基站就建设在政府办公场所，各级政府通
过实际行动帮助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而谈到海南对投资企业的重视，海南神
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浩夫也
非常感慨，他告诉记者，自己2008年来海南
投资创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亲身
感受到了海南政府部门高效的办事效率和良
好的服务意识。

罗浩夫说，中国瑞典合资的“海南车用生物
天然气”项目原计划是由该公司与中石油合作
在外省建设，省工信厅得知消息后，厅领导登门
拜访，请两家公司负责人以嘉宾身份参加了省
政府组织的推介海南活动，最终使这个项目于
2012年博鳌论坛年会召开期间在澄迈落地。

省工信厅在成功引进项目后，并没有就
此甩手，而是持续跟踪和提供后续服务，在近
6年的发展历程中，协助公司解决了一系列
诸如部门协调、融资等瓶颈问题，直至项目步
入正常发展轨道。

罗浩夫说，2012年以来，几次省政府代
表团访问瑞典哥德兰省，省工信厅都推荐访
问团参观考察该公司的瑞典股东公司及其在
瑞典的项目，这也使瑞方真切感受到海南省
政府的真诚和关怀，促进了合作。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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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特刊

洋浦经济开发区小铲滩码头。 本报记者 李幸璜 通讯员 王军 刘毅诚 摄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是我省“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引进和重点培育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靶向抗肿瘤
药物——吉非替尼片，被列
入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
创制”专项。

2015-2016年

全省互联网招商签约项目141个

签约金额

亿元609
落地项目

截至2016年年底

261亿元落地金额

77个

低碳制造业（含医药）

招商签约项目50个

落地项目

485亿元落地金额

29个

签约金额

亿元845

落地率55%

落地率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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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者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