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导/林诗婷 韦茂金
摄像/剪辑 韦茂金

扫码看
相关视频报道

码上读

■■■■■ ■■■■■ ■■■■■

本省新闻 2018年8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A06 综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积极打造新业态，推动海南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海棠湾秀出“国家海岸”建设新速度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8 月的鹿城，和风暖
阳。定位为“国家海岸”的三
亚市海棠湾，254平方公里
的规划土地上，一边是高楼
林立、酒店连片、游人如织
的兴盛景象，另一边则是旅
游、教育、医疗康养等产业
的优质项目热火朝天施工
建设的繁荣图景，共同构成
了海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布局优质产业、加速经济
增长的一组生动剪影。

开发建设至今不过9年
光景，海棠湾实现了从一个
滨海渔村到国际湾区的蝶
变。如今，在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的发展新起点
上，海棠湾更将秀出“国家
海岸”建设新速度，助力世界
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推动
海南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海棠湾畔，占地54万平方米的地
标建筑群——三亚亚特兰蒂斯旅游度
假综合体，格外引人瞩目。今年4月，亚
特兰蒂斯项目正式营业，汇聚了度假酒
店、娱乐、餐饮、购物、演艺、国际会展及
特色海洋文化体验等丰富业态，成为继
迪拜、巴哈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亚特兰
蒂斯项目，有力推动三亚旅游阔步迈向
3.0版本，实现旅游跨越式发展。

“目前海南迎来新一轮大发展，我

们很兴奋，希望复星战略能够服务海
南发展。”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该集
团通过引入亚特兰蒂斯等优质项目，
多点布局海南，将有助于推进“旅游+”
产业发展，进一步服务海南旅游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消费升级。

自2009年海棠湾开始实质开发建
设以来，得益于自然、旅游等资源优势，
短短数年间，迎来洲际、威斯汀、喜来

登、希尔顿、红树林、保利瑰丽等国际一
线酒店品牌相继入驻，以旅游业为龙头
的现代服务业得以加速发展。

“5年前的海棠湾工地连片、尘土
飞扬，如今这里高端酒店林立，已成为
国际知名的休闲度假区，吸引着国内
外游客前来。”随着海棠湾旅游业加速
发展，三亚市海棠区青塘村村民冯小
旭也从农民转型成为景区工作人员。

海棠湾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据

三亚市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海棠区 88 个项目完成投资
109.46亿元，同比增长2.3%，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情况位列全市第二。“截至
目前，海棠区已有亚特兰蒂斯等19家
高端海景酒店开业，阳光国际等12家
超五星级国际品牌酒店及旅游项目正
加紧建设，这将进一步夯实湾区发展
基础，推动旅游转型增效。”三亚市旅
游委副主任叶凯中说。

事实上，三亚并不缺乏一线海岸
资源，海棠湾作为新崛起湾区，为何能
吸引亚特兰蒂斯、洲际等国际高端项
目落地？

“海棠湾开发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
式不同。”叶凯中说，海棠湾采取了适度
超前配套湾区基础设施，再谋求发展高
端旅游项目的发展模式，积极招商引资、
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吸引了一批高端品

牌酒店及旅游项目入驻，着力打造国际
性的度假品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三亚通过积极吸引免税
购物、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质项目落
地，不断丰富游艇、会展、婚庆、低空飞
行、海上运动、健康养生等旅游新业态
产品，进一步补齐海棠湾的发展短板。

8月25日，位于海棠湾东侧的一
片建设工地上，上百名工人正加紧铺

设路面、安装设备。不远处，一座88
米高的海上摩天轮引人注目。

“这座摩天轮是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的标志性建筑，项目将于今
年年底开业，届时将会为游客带来剧
场秀、环球风情演艺、主题餐厅等丰富
的产品，填补三亚缺乏夜间主题式娱
乐综合项目的空白。”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总经理李洪强说。

随着艺术、医疗、教育、会议会展
等现代化服务业产业集群不断丰富和
完善，以及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三亚·
财经国际论坛、国际帆联年会、ISY国
际音乐节相继亮相，海棠湾不仅愈加
国际化，并且发展明显提速。2017年，
海棠湾涉旅业态接待人数1138万人
次，同比上升24%，旅游收入总计84
亿元，同比上升26%。

除了热带滨海资源，乡野田园美
景亦是海棠湾一大旅游资源。

“我们结合三亚特色资源，积极开
发农旅融合产品，打造集观光旅游、农
业科研、实景演艺、教育科普、房车文
化等元素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吸引着
国内外游客前来感受‘稻文化’。”三亚
水稻国家公园工作人员王身专说。

而在湾区另一侧的青塘村，近来
时常传出琅琅英语读书声。随着海棠
湾旅游国际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和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新政的实施，
三亚积极组织外籍教师进村下乡开展
实用英语培训，让更多村民学英语、说
英语，提升接待服务国际游客的水平。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下，村里

开设了动物园、陶艺教室、书屋、儿童
卡丁车等项目，大力发展亲子旅游，

‘旅游饭’越吃越甜了。”三亚市海棠区
青塘村村民蒲秋仕说。

如今，随着海棠湾旅游产业格局
不断优化，从景区到乡村，从滨海到田
园，城景相融、蓝绿互补，一幅生动画
卷正徐徐铺开。滨海湾区高端酒店、

旅游综合体等项目加速推进，海、陆、
空等旅游产品相继登台，产业小镇、美
丽乡村“处处是风景”……

“旅游+”产品求新求变，城乡聚
力联动发展，优质企业落子布局，这是
一片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可以预
见，海棠湾将迎来新的蜕变。

（本报三亚8月26日电）

夯基础：引入产业显实效

补短板：新兴业态添活力

促发展：农旅融合惠民生

本报三亚8月26日电（记者林
诗婷）“来，看镜头，茄子！”8月24日
15时许，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建筑造型
独特的正门前，来自广州的游客柯以
叶忙着给家人拍照。

“更加积极的离岛免税政策、丰富
的免税商品、特色的优惠活动，让免税

购物成为海南旅游的亮丽风景线，不
少游客还会专程前来‘打卡’，免税城
逐渐成为重要旅游目的地。”三亚国际
免税城总经理助理苏毅说。

苏毅的感受，数据能直观体现。
2011 年 4月,离岛免税政策落地实
施。作为三亚海棠湾发展高端旅游的

重要配套设施，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
——三亚国际免税城也于2014年正
式开业，先后引进了国际高端奢侈品、
畅销品品牌350个，有力补齐了旅游
购物的短板，使海南旅游吸引力日益
增强。截至今年7月底，三亚国际免
税城累计接待顾客2007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220亿元，“旅游+免税购
物”渐成海南旅游的亮丽名片。

如今，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近7年，
经历多次的调整完善，三亚国际免税
城发展不断加快，网上商城购物平台、
海口火车站提货点、博鳌机场提货点
等相继推出，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加

便利服务，带动了旅游产业升级转型。
“结合海棠湾旅游市场特点，下一

步，免税城还将加快推进河心岛度假体
验商业街项目，打造以主题乐园、国际
演艺及精品民宿酒店为核心的国际休
闲小镇，为海南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贡献力量。”苏毅说。

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吸引力日益增强

“旅游+免税购物”成琼岛旅游亮丽名片
亲历者说

我省举行特种设备液氨
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老城8月26日电 （记者原中倩）“滴！
滴！滴！”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在海南中海燃工业助
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海燃公司）厂区内拉
响。近日，该公司安监部门巡检人员发现液氨区
1号液氨储罐附近有白烟冒出，并伴有刺鼻气味，
发生大量液氨泄露，立即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
情况。公司应急指挥部当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
开展应急抢险工作，疏散周边人员，向上级安检部
门报告事故概况，请求支援，并对事故储罐进行倒
罐处置。最后在多方的努力下，一起液氨储罐泄
露事故得到妥善处置。

这是8月24日发生在2018年海南省特种设
备液氨泄漏应急处置演练中的一幕。本次演练由
省特种设备事故调查中心主办，海南中海燃公司
承办。演练模拟了液氨槽车卸车泄漏处置、液氨
管道泄漏处置、液氨储罐泄漏应急处置共3种事
故抢险情景，演练了液氨泄露可控和不可控的两
种情况下所实施的应急处置。

省特种设备事故调查中心负责人表示，液氨在
工业上应用广泛，是我省环保脱硫脱硝、降低污染排
放的主要原料。液氨具有腐蚀性，且容易挥发，所以
其危险事故发生率相当高。液氨的储存、运输以及
生产安全十分重要，经营单位要把好液氨等危化品
的进货关、验货关、存放关，提高应急抢险的能力。
这次举办的应急演练准备充分，处置得当。

海南中海燃公司负责人张勇表示，该公司与
中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确保了高品质液氨原料的供应，公司始终把安
全生产放在首位，前端从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到综
合治理，形成了闭合式的安全管理模式，后端建立
了应急处置机制，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实
现了安全生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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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78号文件，明确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
济的政策措施。2018年8月18日-20
日,首届中国粮食交易会（以下简称“粮
交会”）在哈尔滨举办。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召开全国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
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要求大力推动粮
食产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全力以赴“为耕者谋利、为食者
造福、为业者护航”。

粮交会上，海南省粮食局从有关市县
挑选椰子油、山兰米、野生山柚油、富硒
米、地瓜等一批采用本地原料制成的优质
粮油产品参展，为海南粮食“赚尽眼球”。

海南重视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十八
大以来，海南紧紧围绕打造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王牌，不断推动海南农业健康稳
定发展。全省划定26.9万亩南繁科研育
种保护区、5.3万亩南繁科研育种核心
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扎实推进，连
续17年重大动物疫情零发生，为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注入绵绵动力。

2018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省粮
食局积极作为，主动作为，认真做好粮食
产业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原生态、好粮油”禀赋突出

粮交会上，来自黑龙江省营口市的
时女士看中了琼海市粮食储备经营公司
展出的富硒米，她觉得富硒米是无公害
稻谷加工而成，很健康。来自湖南岳阳
的苏先生则认为，保亭产的山兰米原生
态，很有市场，考虑与生产商合作将山兰
米做大做强。

市场正在向海南原生态好粮油招手，
新的投资热点和投资题材不断涌现。不
少客商表示，要与海南粮食企业加强合
作，拓展海南原生态好粮油销售渠道，海
南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前景一定很好。

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出海”

海南单个粮食企业存在专业人才严
重不足，内部管理机制跟不上等问题，如
某一方面有失误，企业就会吃亏。海南
参会参展这次粮交会表明，“抱团出海”
可以最大限度集中资源和能力，获得成
功机会很大。

对“原生态、好粮油”高端产品，海南
企业经营多年，能力较好，如果能抱团与
岛外大企业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关系，海
南“原生态、好粮油”推广的平台会更
大。省粮食局将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让
企业“抱团出海”更加便利、有效。

构建粮食产业经济联盟

粮交会期间，省粮食局与内蒙古自
治区粮食局，海口市粮食局与绥化市粮
食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省粮油产业有
限公司与绿都集团，粮油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与中粮厦门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协
议，等等。希望互通有无，扬长补短，推
动粮食产业经济向前发展。

省粮食局还率队考察绥化市粮食生
产基地、五常市乔府大院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寻求结盟合作机会。海南大型米业销
售商海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与著名五
常大米供应商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当场签订合作协议，利用彼此良
好资源和能力，强强合作，实现共赢。

在考察过程中，不少市县粮食部门、
企业对恒达伟与乔府大院这种全产业链
合作模式很感兴趣，主动与乔府大院负

责人进行深入了解沟通。

积极走出去进行产能合作

海南粮食自给率低，对外依存度高，
近三分之二粮食从省外调入。主动“走
出去”，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能够有
效解决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海南恒达
伟实业有限公司是海南企业“走出去”的
典范，从2017年起就与乔府大院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探讨全产业链合作，并最终
达成合作，可谓是独具慧眼。

目前，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粮食需求量日渐增加。省粮
食局将继续鼓励支持省内优秀企业创新
商业模式，“走出去”积极进行产能合作，
在引进岛外优质粮油产品的同时，将海
南的“原生态、好粮油”不断带出去，提升
海南粮油产品的影响力。

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南粮食产业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
粮食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中高端产品缺
口较大，产业链条短、关联度低，等等。省
粮食局局长陈宙表示，推动海南粮食产业
经济发展，是省粮食局职责所在，省粮食
局将继续高举“抱团出海”大旗，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实施“五优联
动”，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粮食产业经
济发展全过程。首先是大力推动由增产
向提质导向转变，加快实施“优粮优产”。
其次是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协同发力，加
快实施“优粮优购”。再次着力强化技术
创新与管理创新，加快实施“优粮优储”。
然后是立足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实施

“优粮优加”。最后是建立顺畅高效的粮食
流通机制，加快实施“优粮优销”。

（策划/小慧 撰文/蒲喜雄）

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出海”

海南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博鳌至贵阳航线
9月2日起开通

本报嘉积8月26日电 （记者丁平 邵长春
通讯员 周培桓）海南日报记者8月26日从博鳌
机场了解到，9月2日起，乌鲁木齐航空将开通博
鳌⇌贵阳航线，该航线每日执飞一班。去程航班
号为UQ3583，06时10分由博鳌机场起飞，07时
50 分抵达贵州龙洞堡机场；回程航班号为
UQ3584，08时50分由贵州龙洞堡机场起飞，10
时45分抵达博鳌机场。

此次开通的博鳌⇌贵阳航线航班往返均为早
班时刻，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旅客“早发早到”的出
行需要，还能使两地机场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两地的旅游市场开拓、经贸往来、人口交流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悉，乌鲁木齐航空已于官网、各大OTA（在
线旅行社）等平台投放优惠机票，博鳌⇀贵阳单程
机票100元起售，贵阳⇀博鳌单程机票230元起售
（以上价格均不包含税费）。旅客可以登录乌鲁木
齐航空官方网站www.urumqi-air.com及官方
微信平台进行机票查询及预订，关注乌鲁木齐航空
微博、微信可及时获取更多机票优惠信息。

定安邱良炳教育基金会
22年资助超百万元
3500余人次受益

本报定城8月2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今天上午，第22届邱良炳教
育基金会颁奖仪式在定安县新竹中学举行，16名
定安贫困大学生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助学红包。

据了解，本届邱良炳教育基金会颁奖金额达
80600元，除16名贫困大学生每人获得了2000
元的资助外，优秀中学生、优秀教师、“教子有方”
家长，以及新竹中学、新竹中心小学等新竹镇8所
中小学校代表以及定安9个优秀村委会也分别获
得了基金会奖励。

据悉，22年来，邱良炳教育基金会总资助金
额超过100万元，受益人数达3500余人次，带动
众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投身帮困助学、扶贫支
教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