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县完成GDP 285.93 亿
元，占“海澄文”GDP 总量的
16.8%，GDP同比增长9.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3.14
亿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排名
全省第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28089元、12765元，
在全省排名分别第五和第三，特
别是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续9年高于全省、全国平
均水平

澄 迈 全 县
GDP 增速连续
6年排名全省第
一，成为全省第
三大经济体和第
三大投资体，仅
次于海口和三亚

全县实现生产总
值 200.58亿元，同比
增长 9.0%；全社会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217.13亿元，同比增长
7.6%；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8.35亿元，同比
增长 33.2%；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7.44
亿元，同比增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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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澄

迈县围绕省
委、省政府发展12

大重点产业和建设百个
特色产业小镇的决策部署，按照

“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原则，立
足于《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发
展规划》中的澄迈县 4大定位，着
力发展热带高效特色农业、新型工
业、互联网产业、休闲低碳旅游业
等11个主要产业，其中，热带高效
特色农业、互联网产业等4个产业
已经成形，加快成势。特别是互联
网产业龙头园区—海南生态软件
园发展迅猛。

沿着海南生态软件园区内宽阔
的道路走下来，腾讯、微软、东软、巴
别时代、北京网库等产业巨头的招
牌错落于绿树花丛中；第三时间商
业街里，万达影城、屈臣氏、时尚生
活馆、儿童职业体验馆等丰富的配

套体验正在昭示着这个园区勃勃向
上的发展力。

海 南 生 态 软 件 园 在“ 互 联
网＋”的背景下，开展“海南互联网
产业集群大行动”，一批重要的引
擎项目先后落户园区，形成良好的
产业聚集和人才聚集。同时，积极
实施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农
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
等4大互联网工程，计划每个领域

“十三五”期间培育出 100亿级生
态型标杆企业，推动海南互联网产
业跨越式发展。

园区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各
方面建设发展快速推进。目前，海
南生态软件园建成80万平方米，带
动周边开发1000万平方米。园区
产值年均增长46.7%，税收年均增长
超过105.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
长25.5%，创造了澄迈独一无二、无
可复制的“特区速度”。

澄迈县积极发挥北部沿海的区
位优势，合理开发利用岸线资源，加
快马村港建设，形成了依托马村港
和以港口为主枢纽、公路为主通道、
铁路为主骨架的综合运输体系。总
投资33.62亿元，积极推进马村三期
集装箱项目和多用途码头项目建
设，正建设2个5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和 3 个 1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以及
150米工作船兼顾生产性泊位，年设
计吞吐量共计115万TEU和件杂货
80万吨，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海
澄文”港口吞吐能力。

澄迈县以“多规合一”改革为契
机，牢牢把握海南省总体规划布局，
因地制宜探索澄迈县空间类2015—
2030年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积
极衔接“海澄文”一体化发展规划，
顺应三地“分层、组团、轴向”的发展
趋势，空间发展采取“北强、中优、南
控”的策略，积极打造滨海综合产业
带和滨江休闲旅游带两条城镇发展
带，主动扛起“海澄文”西翼产业发
展板块重任，优化了“海澄文”地区
空间布局。

近年来，通过一体化体制、机
制、措施的改革与创新，巩固了澄迈
全省工业基地的地位，实现了教育、
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的共建共享。

下一步，澄迈县将积极落实新
发展理念，从更高层面挖掘自身优
势，谋划澄迈新一轮改革发展，重点
把握好区域协调和找准定位两个原
则，走差异化发展路子，不断提升澄
迈的作用和分量，加快推动海澄文

“一体化”发展，为建设美好新海南
扛起澄迈担当。

严守生态红线
共绘“一张蓝图”
澄迈县“多规合一”改革绽放活力

2015年，澄迈县启动编制《澄迈县“多规
合一”（2015-2030年）》工作。在严守生态底
线的前提下，摸清家底、消除多规矛盾、调配
整合资源，最终实现了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
批。

澄迈县突出战略引领，将澄迈定位为“海
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前沿、低
碳工业基地、品牌农业之乡和宜居养生福
地”，重点承担“海南省航运枢纽和开放门户、
南海资源开发与服务保障基地、海南省低碳
制造业、现代物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全
国重要的生态宜居与休闲养生度假胜地和琼
北热带特色农业与都市农业基地”五项职能，
并将战略规划作为全县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

澄迈县多规合一工作突出区域统筹性，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对接、落实《海南省总
体规划》战略布局，全面融入与推进“海澄
文一体化”。以“战略规划”和“一张蓝图”
为纲领，全面统领各部门各类型空间规划，
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区、水系蓝线、历史保
护紫线、永久基本农田、林地、城镇开发边
界、乡村建设边界、产业发展边界、旅游开
发边界、海洋保护边界、基础设施边界等具
体控制线，全面强化政府对空间资源的管控
能力。

同时，以“多规合一”改革为契机，创新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开展
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试点，制定“两书一制
度”（企业、项目依法依规投资经营承诺书、行
政审批人员廉政保证书和行政审批人员免追
责制度）。

县级行政审批的事项，将项目从申请到竣
工验收需要的审批时间从425天缩减到37
天，实现了简化行政审批达80%以上。在入
驻型企业方面，全面实现“零审批”。

老城开发区创建了“四个一、五个制度”，
率先对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进行了创新，形成
了“多规合一”的制度雏形：“四个一”：一条红
地毯铺路、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一支笔
审批；“五个制度”：《服务承诺制》《项目跟踪
责任制》《服务限时制》《首问负责制》《社会治
安保障制》。结合老城开发区经验，在“多规合
一”改革前提下，结合“放管服”行政审批改革，
澄迈县积极探讨本县行政改革，主要在产业园
区内，率先实行以区域性评估评审代替项目入
园审批制度。

开展“多规合一”改革，是从深化改革的全
局高度提高对总体规划引领作用的认识。澄
迈县以政策为纲，以园区为点，“多规合一”之
路越走越坦荡。

（本版策划/秦中楚 撰文/李金波）

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 保护生态

澄迈加速度助力“海澄文”一体化发展
澄迈县地处环北部湾经济圈，近年来，该县坚持“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大刀阔斧，主动融入“海澄文”一体化发展，并取得

阶段性成效。
目前，澄迈县谋划和推进“海澄文”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个，年度计划投资27.14亿元，包括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马村港三期散货码

头工程、马村港三期集装箱码头工程、海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等重点项目；正在策划生成一批PPP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185亿元。

“有了盈滨海湾大桥，我们去盈滨
半岛方便多了！”驱车从老城过桥驶入
盈滨半岛的路上，一位司机师傅说。

盈滨海湾大桥位于海南老城经济
开发区内，2016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
1019米。横跨盈滨内海湾，沟通老城
沿海区、环海景观绿色长廊以及盈滨
半岛等地区，兼具交通、景观功能。这
座大桥对于完善琼北经济圈便捷快速
的区域立体交通网，促进“海澄文一体
化综合经济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
效地改善了琼北区域海口西侧、老城
经济开发区的交通、居住和投资环境。

下了桥，前行不多远，就来到了琼
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永庆寺。

盈滨海湾大桥由盈滨半岛龙头大
盘海蓝福源项目开发商——鲁能集团
投资建设，工程总投资1.73亿元，是
鲁能在澄迈投资建设永庆寺后的又一
力作，更是鲁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积
极履行央企责任的具体实践。

“鲁能集团自1991年进入海南发
展以来，积极参与‘海澄文一体化综合
经济圈’发展建设。”鲁能集团负责人
介绍，鲁能集团希望以此为契机，不断
加大在海口、澄迈、文昌等地投资力

度。
2017年，鲁能集团针对岛内外消

费者深层次养生度假需求，规划发展
健康养生产业，依托盈滨半岛一岛双
湾滨海资源、以及千年古刹永庆寺，投
入40亿元，在盈滨半岛西区打造亚洲
第一禅修静养中心，并计划在海口投
资48亿元，开发滨海国际文化艺术广
场等5个项目，在文昌计划总投资约
1300亿元，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岛海洋
旅游度假产业新城，通过丰富配套产
业，完善交通、绿化等基础设施，连接
海口、澄迈与文昌，打造区域名片，助
力“海澄文”一体腾飞。

同时，澄迈县加快推进老城开发
区“五网”、热蒸汽联供、标准化厂房等
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累计投入380亿
元，完成老城开发区“五纵八横”道路
建设，总长约100公里。海口南海大
道、海口西海岸景观大道西延线以及
海口绕城高速公路目前都已经和老城
开发区交汇连通。老城开发区至海口
的公交线路已经开通了5条，企业员
工每天可以乘坐公交车往返于海口和
老城之间，真正实现了同城化的工作
和生活。

深耕不辍 履行央企责任担当

“我们这个项目利用有机废弃物
生产车用沼气，已经为海口市近1000
辆公交车、出租车提供了车用沼气。”
在澄迈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置中
心体型庞大的厌氧发酵罐前，海南神
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描
绘了一幅“绿色地图”。

海南车用沼气新能源示范项目是
参照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清
洁公交模式，在澄迈利用海南特有的
地理和丰富生物质资源优势，以海南
当地各类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生产车用
沼气，作为城市公交车及出租车的燃
料。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计划在
海南全岛18个市县建设20座沼气工
厂，年产车用沼气2亿立方米。从而
建立起覆盖全海南岛的新能源沼气公
交系统。

据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澄迈车用沼气工厂
是海南车用沼气新能源示范项目的一
期工程，目前澄迈车用沼气工厂二期
建设已完工。自2014年4月至2017
年9月30日，累计处理城乡各类有机
废弃物，其中城乡生活垃圾渗滤液
54980吨、农业废弃物30970吨，累计
产生沼气5349677立方米，每年产生
的沼渣沼液还可以返哺生态农业。
2016年，“海口市餐厨垃圾和粪渣无
害化处理PPP项目”和“澄迈神州生物
燃气PPP示范项目”，也已经完成了建
设内容并开始运行。

据了解，海南省已将利用有机废
弃物资源化生产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
作为海南热带循环农业、低碳制造的
战略目标，“十三五”期间将以每两市
县建一座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置
中心为目标。现已开展儋州、文昌项
目的前期工作，计划利用PPP模式建

设。
“海南（国家）生态循环产业园建

设也正在筹划申建中，我们希望通过
澄迈项目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生态
循环，可持续利用红利遍布海南全
岛。”澄迈县有关负责人说。

澄迈县近年来加强在生态环保等
领域与海口等市县的合作，共享环保
资源。除了澄迈车用沼气工厂，老城
颜春岭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收运海口
生活垃圾2800吨；县医疗垃圾处理厂
负责处理北部9个市县的医疗废物和
相关危险废物，每天处理垃圾量10
吨。与此同时，澄迈县加大与周边市
县环保执法等部门的合作力度，严厉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加强与
海口联合执法，对南渡江非法采砂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等活动，切实保障
了南渡江流域生态环境
安全。

发展生态循环产业 共享绿色成果

凝聚产业特色 精准发力

澄迈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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