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工作2018年6月3日16时
正式启动，应征机构须在6月22日前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经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评审后，6月27日前确定通过资格预
审的10家投标机构，中标单位经实地
踏勘和调研后9月份提交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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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日讯 （记者周晓梦 孙慧）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海南）自贸区海口江东
新区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宣布正式启动
海口江东新区概念性规划方案国际化招标工
作，面向全球广发“英雄帖”，公开邀请国内外顶
尖规划咨询团队共同参与，以高标准高质量推
动新区规划建设。

据介绍，江东新区概念性规划方案国际化
招标工作于北京时间2018年 6月 3日 16时正
式启动，应征机构须在6月22日前提交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经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
审后，6月27日前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10家投
标机构，中标单位经实地踏勘和调研后9月份
提交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委员会将对设计方案
进行综合评定，选取优秀方案1个、优良方案2
个，并给予奖励。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周晓
梦 孙慧）记者从今天召开的中国（海
南）自贸区海口江东新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目前我省对江东新区范围内
的规划、土地、不动产交易和项目建设
进行依法严格管理，区分不同情况，暂
停和冻结了区内建设项目。对户籍实
行严格管控，暂停户口迁入。

海口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在
通报中国（海南）自贸区海口江东新区

概念性规划方案国际化招标情况时介
绍，依法依规实施严管严控，是江东新
区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环节。海口
市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成立打违控违
领导小组和指挥部，集中开展大规模
拆违行动，确保新区内不出现未建先
乱、抢栽抢种等现象。

据了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
部署，我省已成立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区海口江东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组织协调和统筹指导江东
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在高站位科学谋
划方面，我省邀请10多位国内外顶尖
规划建筑设计权威专家、院士建言献
策，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
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对建设新区进行
了充分比选和科学论证，高标准、高水
平推进新区规划建设。

同时，为夯实基础，有关部门和单
位正对江东新区开展地质勘探和评
价、现状调查以及土地收储工作，以做
好江东新区规划设计的基础支撑性工
作，构筑好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安全
城市和绿色城市规划建设的稳固根
基。在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方面，按照
整体统筹交通、分步实施的计划，我省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及中规院、同济
大学、上海市政院等机构启动江东新

区路网总体规划和南渡江跨江通道等
项目规划建设。

在创新研究开发模式方面，我省正
在对江东新区开发模式创新、资源配置
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
创新进行系统研究，同时重点研究推进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等改革试点，打造江东
新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
升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海
南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
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建成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

符宣朝介绍，江东新区作为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将
围绕“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在加快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
系等方面作表率，努力建设成为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中展示区。
一是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的创新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对标国际一流标
准，建立更加灵活的内外贸、投融资、财
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政策体
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集聚创新要
素。打造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
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聚集区，
建设跨国企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国内
外知名科研和服务机构云集的总部经济
区，建设海南国际金融交易中心、国际离
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和国际教育基地。

二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展
示区。推动中央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切实增添绿
色发展动能、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模
式，坚持“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建立现
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实行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实行最严格自
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注重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全面推进城市更新改
造，创建绿色发展示范区，打造记得住乡
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零碳之城、绿色
之城、未来之城，为全球未来城市建设提
供“江东新区方案”。

三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体验
区。建设参与全球消费市场竞争、采集
全球消费资源、吸引全球消费的新载体，
导入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推动中国品
牌拓展国际市场，积极扩大中高端消费
供给，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消费，促进消
费领域互动融合和创新发展。合理规划
和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内外影响力
的新型消费商圈和商业街区，全面提升
国际消费中心基础设施水平。实现离岛
免税地域全覆盖、旅客全覆盖、全品种
（除管制品）供给。完善“互联网+”消费
生态体系，建设“智能店铺”、“智慧商

圈”，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安全诚信便捷
舒适的消费市场环境。

四是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的示范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开展务实高效的交流合作，依托美兰
空港推进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打造我国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
户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
点示范区。加快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
洋工程装备研发与制造等新兴产业，建
设我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和军
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在加快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等方面作表率

海口江东新区：海南自贸区建设的重点先行区

江东新区概念性规划方案
国际化招标工作启动

海南：海口江东新区设立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景水）今晚播
出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海南设立海口江东新
区，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6月3日，海南宣布在海口市东海岸区域设立
江东新区，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海口江东新区位于海口市东海岸区域，总
面积约298平方公里，分为东部生态功能区和
西部产城融合区。根据战略定位，江东新区将
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创新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展示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体验区以及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
示范区。

新设立的海口江东新区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
集中，交通条件便利，临江拥湖，拥有东寨港国家
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优良。据了解，江
东新区将按照“两年出形象、三年出功能、七年基
本成型”推进规划建设。

两年出形象 三年出功能 七年基本成型

“四个打造”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

以保护东寨港生态绿心和江东新
区生态本底为前提，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零碳产业平台、
打造零碳设施环境、倡导零碳生活方
式，构建“零碳交通”“零碳建筑”“零碳
能源”“零碳家庭”等功能系统，构建湿
地入城、蓝绿共生、陆海相依、水城相
融的优良生态环境，确保蓝绿空间占
比位于全球城市前列，环境质量和资
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孙慧 周晓梦）记者从今天召开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口江东新区新闻
发布会获悉，我省将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规划建设江东新区，围绕“四个打造”做好江东新区的规划和建设。

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说，江东新区将遵循“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海南特色、高点定位”，坚持“大视野、大思路、
大手笔、大开合”工作思路，按照“两年出形象、三年出功能、七年基本成型”的时间表，全力加快推进规划建设。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挖掘海
南本土文化，依托国内最优生态
环境，结合海南独特热带风情，
展现“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椰风
树影”的田园风光，塑造“海陆交
流、顺应自然、城园相依、城乡共
荣”的城市形象，将江东新区建
设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
派、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
一体开展城乡设计，在规划布局、要
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
护等方面促进城乡相互融合、共同发
展。严格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推进农民承包地和宅基
地三权分置。调优做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建设品质一流美丽乡村和安
居乐业美丽家园。

按照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愿
景，运用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
态管理的规划理念，聚合国际最先进的生
态、环保、节能、智能技术，推动自然环境生
态圈与产业功能生态圈融合，依托区域水
网、路网，营造独具特色的生态绿化体系和
风格鲜明的建筑景观风貌，形成生态优良、
安全韧性、经济高效的中央商务区，为全球
企业和高端人才提供功能完善、环境优美、
要素集聚、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

打造城乡一体
和谐共生的中国示范

打造全球领先的
生态CBD

打造世界一流的
零碳新城

打造彰显中国文化
海南特色的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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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位于
海口市东海岸区域，东
起东寨港（海口行政边
界），西至南渡江，北临
东海岸线，南至绕城高
速二期和212省道，总
面积约298平方公里，
分为东部生态功能区和
西部产城融合区。其中
东部生态功能区约106
平方公里，包含33平方
公里的国际重要湿地东
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西部产城融合区约
192平方公里，包含临
空产业园片区、桂林洋
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片
区、桂林洋高校片区及
沿江生活片区等。

■ 本报记者 孙慧 周晓梦

今天召开的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口江东新
区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海口
市江东片区设立海口江东新
区，将其作为建设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
先行区域，作为海南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
重要创新示范。

发布会上，省发改委主
任符宣朝介绍了江东新区开
发建设的背景、意义和推进
方案等基本情况，表示海南
将把江东新区打造成为海南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
标杆中的标杆，打造成为展
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
形象的重要窗口。

201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
重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为落实好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省委、省政府深入调
研、统筹规划，决定设立海口江东新区，
将其作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重点先行区域。

符宣朝介绍，选择海口市江东片区
打造新区，主要基于其区域三方面的突
出优势：一是区位优势独特。江东新区
濒临琼州海峡，是琼北“海澄文”一体化
综合经济圈的东翼核心，是海口与文昌深

度融合的关键区域，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
集中，交通条件便利，特别是拥有国家重
要干线机场——美兰国际机场，开放优势
明显。二是生态环境一流。江东新区滨
海临江拥湖，湿地入城，拥有被誉为“海上

森林公园”的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生态资源独特优良。三是后发优势
明显。江东新区土地开发程度相对较低，
土地储备充分，发展空间充裕，有利于统
一规划、高水平开发。

我省统筹指导海口江东新区规划建设
■暂停和冻结新区内建设项目 ■暂停户口迁入 ■启动南渡江跨江通道规划建设

（海口市委市政府供图）

为何选在海口江东片区 区位优势+一流生态+后发优势

海口江东新区将如何发力 创新区+展示区+体验区+示范区

制
图/

陈
海
冰

海口江东新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