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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今年6月，三亚按照“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高点定位、三亚特色”，编制完成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规划纲
要》，提出了“一市三区”的总体定位和

“一心两翼、三区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
紧接着，三亚又着手深化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
央商务区规划工作，发布了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
务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
的国际征集公告。同时，还发布了《三亚
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对经认
定的总部企业将给予开办补助、经营贡
献奖励、管理人员奖励、办公用房租房补
贴、购房补贴、培育企业发展奖励、集聚
区奖励、绿色服务、特别支持等九大类扶
持政策的支持，其中总部企业落户开办
最高补助可达2000万元。

9月，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启动区城市
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最终评选出优秀
方案。目前三亚规划委正在进行方案综
合与控规修编，将在11月底前完成成果
公示、报批。

三亚为何执着于总部经济？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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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持海南推进
总部基地建设，鼓励跨国企业、国内大型
企业集团在海南设立国际总部和区域总
部。省委七届四次全会强调，要吸引境内
外大企业在我省设立国际总部、区域总部
或职能总部，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港）总部经济区。

另一方面，在今年9月举行的海南
自贸区（港）三亚总部经济区及中央商务
区规划国际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表示，
总部经济符合三亚的定位和发展目标，
总部企业知识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集
聚带动作用大，有资金、人才、创新平台
等高端要素的集聚，将有助于三亚优质
经济增量的形成，也可以对传统动能升
级形成辐射带动作用。

近年来，三亚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总
部经济发展，全面提升改善营商环境，以
产业为引导、以政策扶持为支撑，积极

“走出去、请进来”，鼓励、吸引、壮大了一
批总部企业在三亚崛起。从总体上看，
三亚总部经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户
均纳税额高，税收效应显著。

根据税务登记信息，在此次百日大
招商（项目）活动开展之前，便已有8家总
部在三亚并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的企
业，包括阳光人寿、复地集团、亚特兰蒂
斯、海航创新和用友新道等，数量仅占全
省同类型总数的4%，2017年合计纳税
却达到11.09亿元，占全省同类型企业纳
税额的41%。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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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村到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三亚：蝶变四十年

“未来三亚的发展不能只依靠旅游
经济，但如果忽略旅游经济对40年来
三亚城市发展、民生改善、文化提升
的提升带动作用，那是不客观的。”三
亚市一位已退休的公务员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1989年 8月，三亚升格地
级市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明确
提出了面向国际建设热带滨海风景
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近30年来，
三亚一直坚持这一个目标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的三亚旅游经济
曾是何种模样？两个数据记录着三亚
的过往，1980年至1982年，3年时间，
崖县只接待了 700 多位国外游客，
1983年，这一数据激增到了8000多
位。“1982年，《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
歌出来以后火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
一下子火爆起来。”陪同这首歌词作家
郑南在三亚采访的蔡明康回忆道。

一年四季，位于海棠湾的三亚国
际免税城总是游人如织。近年来，“离
岛免税”一词成为三亚一个新的名片，

三亚国际免税城自2014年9月1日迁
至海棠湾以来，接待人数和收入屡创
新高，2017年，海南离岛免税收入总
额近80亿元，其中三亚免税店收入近
60亿元。

数据的背后是旅游产业对城市格
局的影响。老三亚人介绍，三亚的城
市建设是围绕三亚港发展起来的。如
今，三亚的城市发展格局超越了三亚
河两岸，亚龙湾、海棠湾，因旅游而进
行的城市基础建设惠及当地百姓。“现
在我们在村里开餐馆、卖泳衣，哪怕只
是做个停车场都有收入。”亚龙湾热带
天堂森林公园山下的六盘村村民陈尔
辉说。

旅游经济正由滨海辐射内陆，城市
溢散乡村。走入天涯区西岛渔村，村道
整洁、绿树成荫，在这美丽环境里，村民
们开起了民宿、农家超市，在家门口吃
起了旅游饭；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文
门村等越来越多的美丽乡村广迎宾客，
共享旅游经济发展成果。

三亚港外，大海潮水涌动，胸怀广
阔如大海的三亚人民，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热情地向外界伸出开放合作
的双手。

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崖县就
引入两家外资企业，一是投资84万元
的马来餐厅，一家是投资44万元的三
利进口汽车维修中心。

此后的40年来，三亚风雨兼程，
对外开放脚步不断加快，如今的三
亚，推动“离岛免税、航权开放、59国
免签、空域开放”等优惠政策落地，创
新“四位一体”治旅模式，成立我国首
支旅游警察支队；开国内先河举办世
界小姐总决赛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文
体赛事活动，成为举办高端展会、品
牌赛事和开展首脑外交、休闲外交、
公共外交的首选之地……开放的层
级不断提升。

除了世界小姐总决赛，ART
SANYA艺术季、国际钢琴音乐周等
大型文化品牌活动和国际拳击联赛

（WSB）、昆仑决综合格斗系列赛、
2017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等文体
盛事在三亚相继举办，三亚的国际认
知度越来越高。

三亚联通世界也更为便捷。今年
以来，“三亚⇌伦敦”“三亚⇌金边”等
国际航线相继开通，航线网络范围不
断拓宽；获批开通飞往吉隆坡、首尔、
新西伯利亚等境外航线，“4小时、8小
时、12小时”航空圈逐步成型。复星
旅游文化集团与全球知名旅游集团托
马斯库克，在三亚签约注册了海南省
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酷怡国际旅
行社（三亚）有限公司，旅游产业进一
步融入世界市场，稳步推动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表
示，三亚的美丽蝶变，是中国40年来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和巨幅辉煌画
卷的缩影和生动写照。三亚将继续谋
划和推动新一轮大改革、大开放和大
发展，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改革开放 | 三亚发展的关键一步回望改革开放40
年，三亚换了模样。

走上鹿回头公园，
眺望整个三亚市区，白
的是高楼大厦，绿的是
城市公园，蓝的是活力
海湾；入夜，城市灯光
璀璨，三亚湾内游艇与
建筑夜景点线面成画，
一派繁华景象。

回首改革开放之
初，“五个一”是外人对
三亚的印象：一个港
口，一条解放路，一条
红旗街，一个电影院，
一个菜市场。“当时这
就是一片河滩荒地
咧。”三亚疍家文化陈
列馆馆长郑石喜望着
如今成为游艇码头的
鹿回头广场说道。

40年栉风沐雨，三
亚的发展与国家、与海
南同呼吸共命运。

40年再出发，活力
之城呼之欲出。“三亚
芒果”“三亚莲雾”“三
亚豇豆”等区域品牌不
断做优做强；开展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
区城市设计暨概念性
建筑方案国际征集，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布局新兴产业；推进
三亚科技城和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建设，推动天
涯海角、西岛、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
传统景区改造升级，不
断丰富旅游供给。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没想到就来到了三亚，真是缘
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小李感
慨，之前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到三亚工
作。如今的她，就职于三亚海棠湾青
田产业小镇的经纬航空医疗公司。在
小李个人职业轨迹转变的背后，是三
亚产业转型升级的形势变化。

目前，三亚正积极推进亚龙湾玫
瑰风情小镇、海棠湾潜水及水上运动
特色小镇、青田中医康养·金融小镇、
文化艺术小镇、光伏小镇等项目，着力

抓好小镇的招商和业态培育，结合演
艺、电商、时装等业态发展，谋划新的
特色小镇项目。

产业小镇是三亚特色发展的一
个缩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三亚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积极推动旅游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从
粗放发展向精益发展转变，从要素驱
动向技术驱动转变、从低端竞争向高
端升级转变；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发展现

代服务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强
做优热带特色农业；对标国际标准，
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特色鲜明、
环境舒适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在中
高端旅游消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不断完善“一支柱两支撑”的产
业格局。

产业发展靠项目。自百日大招商
（项目）活动启动以来，三亚坚持“走出
去”“请进来”相结合，围绕总部经济、
重点产业项目、园区开发运营公司、中

介服务机构，瞄准世界500强企业、中
国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
知名品牌企业，主动上门，开展“点对
点”精准招商；积极推进总部基地建
设，鼓励跨国企业、国内大型央企和民
营企业在三亚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
深度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化
同泛南海周边国家交流合作，不断加
强与沿线国家文化、教育、体育、旅游、
热点农业、智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力
促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提质增效 | 三亚经济的活力之源

三亚市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一角。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借力总部经济
实现提质升级

勇立潮头 | 三亚担当的“精神气质”
今年9月初，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
区城市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国际征
集应征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在三亚举
行。此次方案征集、设计、评审前后历
时4个月，最终一个优秀方案和两个
优良方案脱颖而出。

历史似曾相识，回望40年，三亚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干劲
早已有之。1979年春天，改革开放的
号角刚刚吹响，崖县便成立了建设局，

着手三亚的城市规划建设，为改善投
资环境做准备；1980年，崖县政府请
来广东省规划局，绘制了三亚城市周
围的地形图，为规划作准备；1987年
10月，升为地级市前夕，三亚当时的负
责人在“鹿回头会议”上汇报了《三亚
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把三亚建设成

“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设想。
相比于1987年的“东龙”“西凤”

（即东边的亚龙湾和西边的凤凰机场）
规划，今天在三亚城市发展的谋篇布

局中，“东”“西”的概念早已不同。向
东，三亚将海棠湾打造为高端度假目
的地和新兴产业发展高地的努力正在
进行；向西，崖州湾紧盯“一港三城”的
发展定位，推动产学研联动，向深海产
业、热带高效农业纵深发力。

如今，三亚正加快推进阳光海岸、
环河口、月川、东岸、海罗等片区的棚
改旧改，为高质量发展盘活存量土
地。按照全省总体空间格局，三亚坚
持全球眼光、世界水准，抓紧启动新一

轮三亚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力争
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扛起

“三亚担当”。
三亚市市长阿东认为，三亚因改

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兴。
作为海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三亚以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为
目标，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2017年 三亚市接待过夜游客1831万人次

约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是1987年的130.8倍

旅游总收入406.2亿元
约占全省三分之二

是1988年的606.3倍

三亚市
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分别是1987年的225.2倍、519倍、1033.4倍、130.1倍
年均分别增长13.8%、23.2%、26%和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