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陵水县政府、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协议投资额:20亿元
投资方: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陵水本号·保利文旅特色小镇项目

协议投资额：200亿元
投资方：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高峰温泉项目

协议投资额：46亿元
投资方：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马文化产业项目

协议投资额:66亿元
投资方:厦门途威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红角岭国际滑翔伞房车露营公园项目

协议投资额:3亿元
投资方:陕西海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陵水县政府、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协议投资额:20亿元
投资方: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陵水县政府、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协议投资额:50亿元
投资方: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陵水招商项目一览

“这里投资环境非常好，当地政府
也非常重视投资商。”说起与陵水结
缘，河南兆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明俊表示，“这里交通便捷，对公司的
人、财、物运输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陵水相继吸
引了雅居乐、碧桂园、中电科、腾讯、领

英（LinkedIn）、汉能等知名企业纷纷
抢滩进驻，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地。

去年，陵水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
目25个，签约额300亿元，京陵大数
据与物联网创新学院项目、张仲景医
疗养生健康产业园等项目落户陵水，
招商引资成果转化成为扩大投资的助

推力。
在今年1月初举办的海博会上，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
境，陵水成功签约安邦保险集团、中国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
金额达227亿元。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陵水

将进一步借助国际旅游岛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黄金机遇，主动融入“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推动圈内市县“资源
共享、产业互补、市场共建、基础互
通”，实现融合发展，为将陵水打造成
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度假、投资创业之
城而奋进。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

自然环境优越 经济发展迅速 投资环境优化

美丽陵水打造“投资创业之城”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见习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温柔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
天空是陵水留给前来投资的人们第一
印象。据了解，陵水全年平均气温
25.4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
季如春，凉爽宜人，是全国少有的天然
温室。

除了宜人的气候，香水湾、清水
湾、土福湾三大海湾分布在陵水57.5
公里的美丽海岸线上，海水清澈、沙滩
细腻。吊罗山、大里地区等山水宜人，

十分适合“深呼吸”。近年，陵水大力
推进“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进一步优化城乡环境。

在保持生态条件优越的同时，陵
水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去年陵水
GDP 完 成 13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41.5亿元，连续6年规模位列全省第
三，跻身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百强县；固
定资产投资 202.8 亿元，同比增长

16.5%。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
首位。

今年第一季度陵水 GDP 完成
45.1亿元，同比增长14.4%，位居全省
首位，比全省8.9%的增幅高5.5个百
分点，比“大三亚旅游经济圈”9.8%的
增幅高4.6个百分点，比陵水全年预期
增长目标8%高6.4个百分点，创下陵
水近3年新高。固定资产投资超预期，
完成37.6亿元，同比增长11.9%，比全

年预期目标高1.9个百分点。
该县发展基础条件不断完善。目

前，全县自然村硬化道路实现全覆盖，
电网、光纤宽带覆盖率均达到100%。

值得一提的是，陵水县改革活力
明显增强。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工
作。“三医”联动医疗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得到国务院肯定。完成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管理体制调整，实现县区
融合一体发展。

近年，陵水投资环境明显优化。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清水湾旅游度假
区、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清水湾信
息产业园、陵水互联网创业园、高峰温
泉旅游度假区等一批重点产业园区，为
产业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奠定了陵
水经济持续发展前行的坚实基础。

同时，系列产业政策配套日趋完
善。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去年陵水出
台支持产业发展有关文件，明确安排
6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日前，作为
落实该政策的一次行动，陵水县政府
安排1340万元扶持相关企业6家。

该县成立了固定资产领导小组，

加强日常监督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每月至少一次到现场督察办
公，并确立“日抓问题，周抓进度，月通
报，季点评”的全新机制。去年，陵水
实现行政审批提速70%。今年将推
进落实省里三个园区“极简审批”模
式，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多审

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模式。对
重点项目，陵水实行“一个项目、一个
分管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工作班
子、一个倒排工期计划、一竿子抓到
底”等“六个一”工作管理机制。此外，
陵水创建了重点项目推进平台，有效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优化城乡环境 经济发展增速迅猛

推进改革措施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项目抢滩登陆 助推投资创业之城

投资者投资者说说

在2017年海南综
合招商活动中，陵水黎
族自治县以“生态立
县、创新兴县、智慧强
县”为思路，按照省重
点发展12个产业的要
求，着重对热带高效农
业、文化旅游服务业、
互联网信息产业、医疗
健康产业、海洋产业和
高端旅游房地产业等
产业进行招商。

目前，陵水有7个
项目拟签约，其中包括
建设农业公园、文化公
园、国防教育公园等在
内的保利文旅特色小
镇项目，打造马文化主
题广场、少年骑士乐园
等在内的马文化产业
园项目等，协议总投资
额达405亿元。

“我们将为项目提
供保姆式的服务。”陵
水县招商办主任陈海
强说。据了解，除了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陵水还出台了促进电
子商务发展奖励扶持
办法等措施，为企业营
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
围。

陵水招商办主任陈海强：

为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招商办，两块黄
灿灿的奖牌被立在书柜上，一块是由省
政府评定的“2016年海南省招商项目考
核优秀单位”，另一块是2017海南国际
旅游贸易博览会招商成果奖。这两块奖
牌是对陵水近年招商工作的激励，也是
肯定。

“近年陵水按照省重点发展12个产
业的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县招商
办主任陈海强介绍道，该县正在积极筹
备2017年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目前已经
有保利文旅特色小镇项目、高峰温泉项
目、马文化产业园项目等7个项目拟签
约，协议投资额达405亿元。

企业选择在陵水投资发展，感受到
的是用心服务。“公司到陵水注册成立，
1天内便把税务等所有手续办完了，这
种高效率是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投资没有
体验过的，让人感受很好。”正在陵水投
资文化旅游项目的河南兆腾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明俊说。

据陈海强介绍，该县为企业提供“保
姆式”服务。包括制定招商引资工作中
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收集项目信息，建
立招商引资项目库；受理投资企业投诉，
并协调、反馈等。

此外，该县政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对行政审批实行“一个窗口
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次性
收费、限时办结”的运行模式。同时，还
将审批项目名称、法律依据、办事程序、
申报材料等通过党政网站和上墙公开，
确保公开透明。

为了加强对重点项目的管理，保证
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项目投
资效益，促进积极发展，更好为项目服
务，为企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该县对
重点项目实行“跟踪服务”，特成立了陵
水县重点建设领导小组，跟踪、检查、监
督、协调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园区工作，
陵水还将在各园区成立政务服务中心，
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将进驻“窗口”，
集中办公，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政务服务
效率，全力支持园区经济发展。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

“陵河之光”项目负责人：

县委书记
为我们答疑解惑
■ 见习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确定将这个项目落户陵水，可以说
是一气呵成，因为从前期考察到正式签
约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正在陵水投资
建设陵河之光—陵水河入海口文化旅游
综合体项目的河南兆腾投资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明俊日前见到记者时，分享起了
企业与陵水结缘的故事。

王明俊说，他们第一次到陵水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考察该县的发展规划
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见他们一头雾水，便
主动走过来了解情况，询问他们需要什
么帮助，并且十分热情地为他们解答疑
惑。“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工作人员原
来是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我们这次来
投资，感受到了陵水县委县政府满满的
诚意，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办事效率高，
我们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工商注册、税务
登记、银行开户等相关手续。”对于陵水
县委县政府为投资商提供的“保姆式服
务”，王明俊感到十分放心。

“陵水县将以民俗文化为特色，建设
具有国际水准的热带滨海民俗文化旅游
城，这与我们建设文化旅游项目的规划
十分相符，同时我们的项目设计也符合
陵水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王明俊告诉
记者，除了发展规划的高匹配，陵水在土
地、财税、投融资、市场准入、人才政策等
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促进当地
就业，完善该县文化旅游的配套设施，提
高文化旅游接待能力，提升陵水对外形
象。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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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特刊

俯瞰升级改造完成的陵水黎
族自治县县城椰林南干道。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俯瞰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