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产业小镇招商项目
1、铺前镇木兰湾滨海新城区项目
2、铺前特色产业小镇全域旅游项目
3、牧草种植养牛基地
4、珠溪河带全域旅游项目
5、龙楼镇商业综合体项目
6、海洋博物馆项目
7、东郊镇椰子加工基地项目
8、万亩椰林全域旅游项目
9、南洋文化节永久会址项目
10、文昌航天科技产业园项目
11、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
12、会文佛珠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13、会文冯家湾热带水产苗种产业园项目
14、官新温泉度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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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重点招商产业、6个产业小镇及37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将亮相招商活动现场

文昌抓机遇谋项目引八方客

新新 海南海南 投资新机遇投资新机遇
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特刊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记者从文昌市统计局获悉，文昌
市2016年生产总值186.88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增长7.7%，比
预期目标（7.5%）高 0.2 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4.57亿元，增
长 5.2%；第二产业增加值 43.56 亿
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增加值
68.75 亿元，增长 11.5%。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为39.9：23.3：36.8。

面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
业优势不够突出、第三产业发展不强
等问题，文昌市近年来正在加大经济
机构调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步伐，文昌市委、市政府重点推出全
域旅游、海洋产业、热带高效农业、健
康医疗、文体产业等8大产业，作为
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大举措。

在此基础上，文昌市重点打造文

昌国际航天城和文昌约亭农副产品
加工产业园区，作为8大产业的重要
支撑。

文昌国际航天城核心片区项目
位于文昌文城片区以南，将结合八
门湾片区总规的框架定位，围绕八
门湾海上红树林生态特色，着力将
八门湾西片区建设成为集航天高
新技术、创意信息、金融商贸、高端

服务、行政管理、文化体育、旅游度
假等活力产业为一体的创意产业
基地。

文昌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
区毗邻海文高速，园区占地约6000
亩，除了重点发展资源加工型的农副
产品加工业外，还将发展海洋产业、
生物制药、高新技术在内的新型工业
和仓储物流产业。

航天城、椰子、铜鼓岭、侨乡、宋氏
祖居、文昌鸡……拥有2000多年厚重
历史的文昌，旅游、农业等产业资源丰
富，当地结合本土特色产业，提出“以

‘生态椰乡，航天文昌’为发展定位，以
增强乡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高本
地居民生活质量，带动城乡繁荣和群
众致富为发展需求，打造风情风貌风
土各异的特色产业小镇。

龙楼航天小镇——龙楼镇位于文

昌市的东部，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确定的第二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
之一，是中国第四个新型航天发射场所
在地。龙楼镇三面环海，风景优美，有铜
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洲列岛、大小
澳湾、淇水湾、宝陵河、月亮湾、石头公园
等独特的自然美景，可谓集山、海、河、
湾、岛、石等自然精华为一体。

铺前民国骑楼旅游小镇——作为
海南历史上的重要港口和商埠，铺前

镇是清末民初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集
散地，商业繁荣、鱼米丰盛，自然环境
优越，人文底蕴深厚。镇域范围内有
胜利骑楼老街、溪北书院、七星斗柄塔
等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建筑；同时还有
马鲛鱼、糟粕醋及各种海产品等美食，
七星岭、木兰湾、红树林等自然景区。
随着铺前大桥的开工建设，到2018年
底，铺前到海口的通勤时间将由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为铺前镇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
椰林产业小镇——东郊镇三面环

海，海岸线长32公里，闻名遐迩的东
郊椰林旅游风景区正坐落于此。海南
航天发射场配套区位于文昌市东郊镇
东北侧滨海地区，规划由三大功能区
组成：主题公园区、中心湖区（商业休
闲功能）、生态椰林区（度假居住功能）
将打造成以航天科普、航天体验、旅游
度假为主题的航天旅游配套项目。

促进三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增强乡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项目项目招商招商

在2017海南省综合
招商活动中，中国唯一的
滨海航天城——文昌推出
的项目备受国内外企业关
注。

记者今天从文昌市政
府有关部门获悉，文昌计
划推介全域旅游、海洋产
业、热带高效农业、健康医
疗、文体产业等8个重点
招商产业，推介东郊椰林
小镇、龙楼航天小镇、会文
佛珠小镇、铺前民国骑楼
旅游小镇、潭牛文昌鸡美
食小镇和锦山渔牧特色小
镇等6个产业小镇及37
个美丽乡村，并将在招商
现场进行多个项目签约。

文昌市委书记刘登山
表示，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以及铺前大桥、滨海旅
游公路、文博高速公路的
建设，为文昌经济加快发
展提供重要的契机；长征
七号及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的成功发射、航天城的建
设让航天效益全面迸发，
文昌迎来了发展新阶段。
文昌市委、市政府还将继
续下大力气优化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服
务效能，营造友好合作的
良好氛围和创新创业环
境。

推进农村产业形态优化升级
一步一景，处处田园。行走在文

昌的乡村里，宛如游走在一幅幅田园
画卷中。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文昌市
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因势利
导，因村而异，因地制宜，以推进村庄
卫生净化、道路硬化、村道亮化、环境
绿化、房屋美化为目标，改善村容村貌
和农村人居环境，为乡村生态农业、生
态旅游、农家乐等服务业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推进农村产业形态优化升级。

十八行村——位于会文镇中部，
拥有500余年历史，祖先于明正统年间
迁居入村，传12代。十八行村于2010
年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第五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荣誉称号。如今，
该村充分挖掘琼北古民居文化，以历史
文化民居建筑资源为基础，以热带田园
与乡愁意境为延伸，发展文创民宿、农
业休闲、特色餐饮为新兴主导产业，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文化聚落。

葫芦村——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点，也是文昌东路镇发展生态观光
农业的重要节点。文昌市依托美丽乡
村建设，将葫芦村周边的航天育种基
地、龙泉乡园、白鹭湖、书厚-福驿水
芹菜基地作为一个生态休闲观光体验
游的整体来打造，通过这个产品体系
再带动万亩永丰荔枝园、东路水库和
冯平故居等节点的生态观光游。这样
由点及线，由线构面，由面成体，丰富

葫芦村的旅游产品内容和体系。
南海村——位于文城镇东南部，

根据文昌市由西往东分别为“乡村—
城乡结合部—城市—滨海景观带”的
发展格局，南海村位于城乡结合部，承
担着服务城市、发展乡村产业经济的
重任。该村不仅有滨海海岸线自然风
光、热带农耕种植景观，也具有侨乡文
化、创意手工业等众多的人文景观。

（本报文城6月26日电）

重点发展的8大产业

今年将建设
37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1.铺前镇

东坡村、七岭村、地太村

2.文教镇

加美村、立新村

3.潭牛镇

古城村、大庙村

4.抱罗镇

抱农村、东宛村

5.文城镇

堂福村、南海村、南阳村

6.昌洒镇

东群村、庆龄村

7.冯坡镇

白茅村、凤尾村

8.东阁镇

凤头村、群建村

9.会文镇

湖丰村、冠南村、边海村

10.公坡镇

水北村、锦东村

11.重兴镇

跃进村、加昌村

12.蓬莱镇

大山村、干塘村

13.龙楼镇

红海村、宝陵村

14.翁田镇

西村、明月村

15.东路镇

葫芦村、永丰村

16.锦山镇

罗民村、厚禄村

17.东郊镇

豹山村、上坡村

（一）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是我市今后一段时期重

点打造的产业之一。随着火箭的成功
发射，航天效应不断释放，航天科技体
验旅游将是海南今后旅游发展的新时
尚。依托航天主题，可在周边发展集
食、住、行、购等功能一体的航天主题
旅游。全省最长的海岸线，滨海旅游
资源丰富，可开发滨海文化旅游；文昌
乡村旅游资源独特，可开发乡村休闲
旅游。

（二）热带特色现代农业
文昌自然条件优越，阳光雨水充足，

海洋资源、热带水果和热带农作物资源

丰富，反季节瓜菜种植、航天育种、热带
花卉、特色种植、养殖业等市场前景可
观。

（三）互联网产业
实施网络强市战略和“互联网+”

行动计划，重点发展电子商务、游戏动
漫、服务外包等应用服务业，营造创业
创新的浓厚氛围，形成“互联网+”产
业发展的新型生态圈。

（四）海洋产业
文昌海域面积辽阔、海洋资源丰

富，我市将大力发展海水精品养殖、休
闲渔业、海洋文化、外海捕捞、港口运

输，着力打造会文冯家湾水产种苗产
业园区。

（五）新型工业
为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我市

谋划建设了一批基地和产业园区。如
约亭农副产品加工基地、龙楼农副产
品加工基地、东郊农副产品（椰子）加
工基地、航天科技产业园等，将形成强
有力的经济核心，推动文昌经济社会
发展。

（六）现代物流业
随着清澜港航运、中转等业务的

顺利开展和铺前大桥、文博高速等

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文昌将是地
方综合运输网络和服务国家南海战
略的重要枢纽节点，发展物流产业
前景可观。

（七）医疗健康产业
文昌气候宜人，生态良好，是全国

的长寿之乡，发展高端医疗健康和养
生产业条件俱佳。

（八）文化创意、教育产业
我市滨海旅游文化、侨乡文化、传

统文化、海洋文化等各种创意资源多
彩纷呈，我市将促进城市与文化的深
度融合，加快发展文化、教育产业。

文昌锦山镇华能风力发电
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文昌东郊椰林。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航拍位于文昌市头苑松树村有百年历史
的符家宅。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高空鸟瞰文昌八门湾红树林湿地公园。依托丰富的资源禀赋，文昌近年来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土。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