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儋州滨海新区以超前的规划和巨大的
发展前景吸引了众多大企业投资建设。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诗钦 摄

滨海新区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儋州正在书写新的“双城记”。
在儋州那大城区，车水马龙的城北新区，多个路

口红绿灯交替闪亮，两边商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
儋州亚澜湾项目副总经理唐勇感慨：“6年前，我们公
司到那大城北新区投资时，这里杂草丛生，哪像现在
这么繁华！”

在儋州滨海新区，巨龙似的环岛高铁与巍然屹立
的洋浦大桥遥相呼应。今天，看着这样的壮景，儋州
海岸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超惊喜地说：“8年前，
我与创业团队从广东来到儋州白马井镇投资时，不少
地方是荒滩，但现在成了滨海新区，变化太大了！”

2011年以来，儋州累计投入210亿元，夯实城市
基础设施，变管理为服务，吸引大批投资兴业者。随
着万洋高速儋州段加快建设，儋州滨海新区和那大城
区车程，将由近1个小时缩短为半小时内，从而将“双
城”联为一体。

基于此，儋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实施新兴增
长极和新型城镇化的“双新”战略。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新兴地级市、北部湾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汇聚诸
多利好的儋州，具有宽广的施展平台。

蹄疾步稳，活力无限。在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大格局下，儋州该如何扛起应有的担当？

多重利好助力战略升级

今天，儋州市东成镇的茶园基地上，一株株刚种
下去的茶苗，增添一抹抹新绿。这是该市引进的万亩
生态茶旅融合项目，由海南海花印象茶业科技有限公
司实施，计划总投资3.5亿元。

这样的投资兴业者不在少数。
儋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市新增注

册企业1301户，同比增长13.1%；新增个体户3745户，
同比增长14.7%。2017年上半年，新增登记企业762户，
同比增长23.7%；新登记个体户2071户，同比增长22%。

市场主体增多，助推市域经济整体向好。儋州市发
改委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儋州9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72.2亿元，同比增长60.5%。2017年上半年，儋州

118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0.7亿元，同比增长40.7%。
投资“洼地效应”的凸显，在于汇聚了多重利好。
顶层设计拓展新空间。2008年7月，海南省委五届

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定
位。2014年底，儋州跻身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
列。2015年2月，国务院批准儋州升格为地级市。2017
年初，儋州成为北部湾城市群规划重要节点城市之一。

城市战略不断升级。2011年，儋州形成“一市双
城三大功能区”发展战略；2015年底，推出升级版“一
市双城三区四地”战略。“一市”即建设海南西部中心
城市；“双城”即建设那大城区和滨海新区；“三区”即
建设西北部滨海经济区、中部综合功能区、南部生态
保护区；“四地”即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基地、互联
网信息产业基地、现代临港工业物流基地、国际旅游
岛旅游度假目的地。2017年4月，该市提出加快实施
新兴增长极和新型城镇化的“双新”战略。

对此，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打造新兴增长极
是担负全省协调发展使命的政治责任，推进新型城镇
化是承接省第七次党代会目标任务的综合载体，实施

‘双新’战略是‘一市双城三区四地’战略的拓展延伸。”

七大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

今天，在儋州小样食品有限公司厂房里，阵阵粽
香从锅中溢出。该公司负责人林玉珍说，年初投入40
余万元改扩建后，由家庭作坊升级到厂房模式，具备
了日常生产能力。

在儋州，像这样的粽子厂家已有100多家。
儋州粽子行业协会会长王开元介绍，儋州粽子产

业初显规模经济效应：2015年端午节后至2016年端
午节，儋州粽子销售量达1850万个，销售额首次突破
2亿元，达2.19亿元；2016年端午节后至2017年端午
节，儋州粽子销量3036万个，销售额首次突破3亿元，
达3.6亿元。

包括儋州粽子在内，儋州红鱼、儋州黄皮、海头地
瓜、光村沙虫、儋州蜜柚、儋州鸡、儋州跑海鸭蛋、儋州
绿壳鸡蛋，并称为“九大农产品”，均向亿元产业挺进，
成为儋州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新兴增长极，产业是根本支撑。儋州市市长
朱洪武说，围绕省委、省政府十二个重点产业部署，结

合儋州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聚焦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旅游业、互联网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新型工业
及海洋经济产业、现代商贸物流业、文化教育体育产
业这七大产业，按照“三年成形，五年成势”目标，精准
培育发展新动能。

多个支柱产业正在产业融合中做大做强，推动市域
经济整体向好。2016年，儋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58.78
亿元，比上年增长7.7%，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双新”增添区域经济活力

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焦利今天告诉记
者，到2020年，儋州将建成全市统一的信息共享交换
开放的大数据平台，实现大数据产业与政府、教育、健
康医院、旅游等深度应用，建设“云上政务”“云上生
活”“平安儋州”“中小企业云”等，从而培育创新产业。

互联网的应用在儋州越来越广。
2015年8月，国内IT企业龙头之一的东华软件，

在儋州注册成立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将区域总部
设在儋州，第一个入驻该市互联网产业城，计划投资
10亿元。该公司实施的“南海云都”产业发展战略，将
催生“互联网+”系列新业态。

儋州“互联网+新型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23.25
亿元，包括“南海云都”、环境空气信息发布系统、生态
环保造板厂、儋州市城乡智能网络、“互联网+旅游”等
新业态、儋州互联网产业城、全国食品安全互联网统
一追溯系统、公安业务技术用房智能信息化项目等。

做大做强多个支柱产业，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
设互补互促。

目前，儋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3%、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为39.9%。《儋州市城乡总体规划（2011-
2030）》提出：到 2020 年，该市城镇化率可望达到
60%，2030年可望达到70%。

如今，儋州发挥地理、资源优势，优化营商环境，
使得“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外向度明显；拥有
104万人口，在投资、消费等方面，内生力旺盛，城镇化
建设具有一定优势。据介绍，儋州市今年的118个重
点项目中，过半为产业类项目，主要围绕七大支柱产
业，为持续推进“双新”战略注入活力。

（本报那大9月6日电）

保障房住户、残疾人黄莲妹：

“每平方米月租1元，5年来从没涨价”

吴锦菊昔日靠卖咸鱼谋生，如今办起公司带动乡亲致富

从一根扁担到一个企业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走进一楼，尽管房间里没有高档家具，但收拾得
干净整洁。拄着拐杖的女主人，热情地连声招呼“请
坐”。这是今天，记者在儋州市保障房住户黄莲妹家
采访时看到的情景。

今年55岁的黄莲妹，因为曾患有严重的血管瘤，
1998年右腿被截肢。“我截肢后，3个孩子读书的费
用，全部由老公一个人去挣。”黄莲妹回忆道，“幸好
有政府的帮扶，我们从以前的破旧房屋住进了现在的

楼房。”
黄莲妹清楚地记得，2012年5月15日，她和丈夫

金日照一起，到儋州市那大城区怡心花园一期保障房
抽签选房。工作人员把作为无障碍房的一楼全部预
留出来，供她这样的残疾人或病弱人群抽取。

2012年5月20日，黄莲妹一家入住怡心花园一
期小区，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第一个月交了50元
房租。“市内其他地方同样面积的房屋，现在每个月要
七八百元房租。”黄莲妹微笑着说，“5年来，我们的房
租从来不涨价，住得很舒心！”

如今，黄莲妹的3个孩子都已成家。她乐呵呵地
说：“怡心花园里面的绿化、环境卫生都挺好，我每个
月还能领到残疾人和低保补贴。”

为了让黄莲妹这样的困难群体住得舒心，儋州多
年来持续推进保障房建设。

据儋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统计，2008年
以来，该市累计投资28.35亿元，开工建设城镇保障住
房14155套，建成7个保障住房小区。其中廉租房
2476套，经济适用房8230套，公租房1278套，限价商
品房2029套，安置房142套。（本报那大9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卖鱼啦”“新鲜上等的海鱼”……今天凌晨，东方
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儋州市白马井渔市早已开张。

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停泊在白马井渔港。船
上、岸上人声鼎沸，交易火爆。

在众多渔民中，有一个女人戴着斗笠、穿着雨靴、
扛着扁担，乍一看与渔港其他劳动妇女并无二致，她
是当地一家渔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吴锦菊。

吴锦菊今年53岁，家住白马井镇福村。“从13岁
起我就走出家门，靠一根扁担挑运咸鱼谋生。”吴锦菊
感慨地说，“记得我第一次挑了30斤咸鱼，到白马井集
市。后来力气渐渐练得大些了，就把鱼挑到王五、中
和、长坡等更远的地方。”

凭着一根扁担，吴锦菊担起了家人的生活，也担
起了创业的梦想。她相继跟船到广州、福州等地销售
咸鱼。

“我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吧！”2006年，已有一定经

营经验的吴锦菊与丈夫商量，成立了儋州创华实业有
限公司，以粗加工整条红鱼为主。2012年以来，该公
司采用小包装，开发红鱼系列产品。

如今，吴锦菊的红鱼等产品，远销两广、东北等市
场。2016年，该公司红鱼产品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在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带动下，行情看好的红
鱼等海产品，使福村不少渔民建起大船闯深海，依靠
海洋捕捞发家致富，住上了新楼房。

（本报那大9月6日电）

故事

唱调声是儋州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
动，大家经常以歌会友、以声传情。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儋州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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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七次党代会把“加快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
福的美好新海南”作为全省未来一个
时期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建设琼
海、儋州区域中心城市，推动东西两翼
齐飞”，为儋州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也赋予了儋州新的发展使命。作为海
南新生地级市，近年来，特别是省第七
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发展第一
要务，深入推进“多规合一”等重点领
域改革，大力发展“十二大产业”，加快
推进“五网”建设，全力开展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扎实推进“美丽海
南百千工程”，实现了全市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加快海南西部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
命，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维度，立足
儋州实际，以实施“双新”发展战略丰
富和拓展发展思路，优化完善区域布
局。在原来“一市双城三区四地”发展
战略的基础上，围绕“一个中心、两个
战略、三个支点、四个区域”的战略构
想，加快推动儋州科学发展，扛起建设
美好新海南的儋州担当。

一是狠抓党的建设，打造政治清
明新儋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党
建是最大的政绩。我们将时刻绷紧从
严治党这根弦，把党的建设工作始终
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把“严实硬”

的要求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强化
“四个意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
真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
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持续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
反腐倡廉建设，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二是深化改革创新，打造经济繁
荣新儋州。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紧围
绕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和我市确定培育
发展的七大产业，推进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加快工业园区建设。着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农业产业示
范基地，加快发展镇域经济。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探索构建产
城融合就地城镇化、多元化投融资、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管理等新体制
新机制。推进全域旅游“美丽海南百
千工程”，加快建设兰洋温泉小镇、光
村雪茄风情小镇等8个特色风情小
镇；打造一批美丽乡村建设范例，带动
农村旅游产业发展。大力推动白马井
中心渔港等港口建设，促进海洋经济
产业发展。

三是加强社会治理，打造社会文
明新儋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
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
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要大
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加强网格化
建设管理，推进平安儋州建设，持续开
展“一创五建”活动，深入开展“铁拳整
治”专项行动，突出打击网络电信诈
骗、禁毒禁赌，加大违建稳控和拆除力
度，提升城市功能品位，改善群众生活
质量，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加强农村
文化建设，开展先进文化进农村活动，
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四是改善环境质量，打造生态宜
居新儋州。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第七
次党代会报告中强调，要持续开展生
态环境整治，优化生态环境质量，强化
生态环境建设与污染治理，实施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把海南建设
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从源头上
把好生态关。我们要始终坚持生态底
线思维，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生
态立省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可持续
发展路子。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开展
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着力加
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大气污染防治、
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实施生态
修复工程，加强海岸带整治，切实做到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全力保
护好儋州的青山绿水。

五是做好民生保障，打造人民幸
福新儋州。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加
大民生投入，推进扩权强镇，抓好脱贫
攻坚工作，加快“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增强服务带动作用，改
善民生。扎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深
入实施文化体育惠民工程；大力推进

“两校一园”“好校长好教师”和“好院
长好医生”“妇幼双百”引进工程，巩固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与市一中合作办学
成果，加快推进海南西部中学等重点
教育项目建设，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
强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的合作，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
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建设健康海南作
出新贡献。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是当
前最大的政治责任。目前全市上下
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2013年视
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全力做
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积极向
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儋州加快新兴增长极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双新”战略激荡可持续发展活力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 | 特别报道·儋州篇

蜜柚产业是儋州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由于水
分饱满、口感极佳，所以受到市场青睐，产品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琳 摄

蜜柚飘香

读图

1 一个中心

加快建设海南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2 两个战略

新兴增长极 新型城镇化

3
三个支点

海南西部区域经济中心

海南西部区域文化中心

海南西部区域社会服务中心

4 四个区域

以那大镇为中心的社会综合服务区

以白马井镇为中心的滨海国际旅游开发区

以木棠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区

以雅星镇为中心的热带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

7 七大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旅游业

互联网产业

健康养生产业

新型工业及海洋经济产业

现代商贸物流业

文化教育体育产业

9 九大农产品

儋州粽子

儋州红鱼

儋州黄皮

海头地瓜

光村沙虫

儋州蜜柚

儋州鸡

儋州跑海鸭蛋

儋州绿壳鸡蛋
固定资产投资
超过160亿元
增长25.5%

儋州地区生产总值258.78亿元

比上年增长7.7%
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2016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33.4 亿元
同比增长8.4%
固定资产投资79.59亿元
同比增长24.2%

2017年
上半年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儋州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

加快海南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突破20亿元
增长39.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突破60亿元

增长9.4%

本版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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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涛水库生态环境优美。
本报记者 李幸璜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阳楼森林公园美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15年

儋州88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107.27亿元

同比增长26.6%

2016年

儋州9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72.2亿元

同比增长60.5%

2017年上半年

儋州118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80.7亿元

同比增长40.7%

战略构想

产业支撑

扫码看“砥砺奋进的5年——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