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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融媒行——琼海宣传周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中，琼海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
振兴。

“党的政策好，我们干活更有
劲！”8月8日，在大路镇岭脚村，村
民莫文林看着枝头上的莲雾，笑得
很开心。他家过去是村里的贫困
户，他加入了多果莲雾农民专业合
作社学技术，自己开辟了六七亩地
种植莲雾林。随着红彤彤的莲雾
挂满枝头，莫林文的腰包渐渐鼓了
起来，不仅脱贫，还住进新房。

琼海全面落实“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保障，贫困群众生
活明显改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
提高。琼海市扶贫办负责人冯雄
介绍，琼海严格落实、完善脱贫攻
坚三级战斗体系，凝聚脱贫攻坚强
大合力，累计完成脱贫 2616 户
10520人，5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全
部出列，“目前全市未脱贫户586
户1244人，今年将全部脱贫。”

“将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相结合，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琼海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全

市共选派591名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赴12个镇189个行政村，琼
海农村环境全面改善，“村村通公
交”覆盖97.3%的行政村，农村供
水管网覆盖率达到93%以上，农
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超92%，行政
村光纤覆盖率达到100%，“五网”
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万泉镇西河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罗亲斌组织专家培训村民，
用增收争取到全村人的支持，干群
关系明显改善。在博鳌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的征地过程中，琼海仅用
46天就完成全部1891亩的征地任
务。“取得了村民的支持，工作就好
开展。”中原镇党委书记李志彬说。

“我们信任党和政府，相信即
使遇到困难也能够得到妥善解
决。”在嘉积镇椰子寨村，村民吴
吉民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此前，
椰子寨村民广场项目工期紧张，
他在未与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的
情况下，便允许村委会拆除他唯
一住房加速施工，以实际行动表
达他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家
园的热爱。

（本报嘉积8月18日电）

确定“三地两区一中心”发展战略，打造“一核多元”产业结构

琼海：勇当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先锋

■ 本报记者 袁宇

8月 8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沙美
村，游客黄欣一家人开心地在村内游
玩，享受美丽悠然的田园风光。2019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沙美村作为外
事会见、招商茶叙的美丽乡村会客厅，
成为了全国闻名的“网红村”。

“两年前，沙美村是留不住人的。”
村支书冯锦锋说，以前沙美村交通不
便，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不发达，很多
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不愿留在村里。

变化始于2017年10月琼海启动
沙美村美丽乡村建设。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经过规划设计，沙
美村打造了“椰林水韵”“饮水思源”

“滨海长廊”“眺望乡愁”“水静莲香”
“金牛偃月”等生态景观，现在已经成
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沿着滨海长廊行走，沙美村的湿地
生态景观尽收眼底。沙美村按照“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保
护理念，推进沙美内海全面退塘还林还
湿，恢复生态和景观功能，复植了568
亩红树林，形成了以红树林保护为主的
湿地生态区；并建设下沉式污水处理
池，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2018年4月6日，“全新”的沙美
村正式“开村”，迅速成为国内外游客
喜爱的热门打卡地。

“这里风景好、空气好，我已经来

两次了。”黄欣说，沙美村集山、水、林、
田、湖等自然风光为一体，“游玩之后，
还可在村内住民宿，或者到镇上休息，
都很方便。”

“村里变化太大了。”一直在外务
工的村民陈学雄选择回村发展，“我在
村里开电动游览车接送游客，参与村
里的治安联防、卫生管理。一年的收
入比在外打工多四五万元。”

村民龚建民从不断增长的游客量
中看到商机，将自家房屋打造成乡村
民宿，“生意很好，6间客房满足不了
游客需求，打算再增加客房数量。”

像陈学雄、龚建民这样吃上“旅游
饭”的村民还有不少。清吧、咖啡屋、
农家乐、琼海公道饭店……越来越多
的村民回村谋发展，由村民开办的店
铺陆续开业。

“现在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经营管
理。”冯锦锋说，通过合作社，把村民的
力量凝聚起来，推动美丽乡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民宿、
农家乐、电商等，为村民谋发展；同时，
沙美村将进一步丰富旅游内容，为游客
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我们计划增加100
间民宿客房，在村内打造特色小吃街，
建立海南农特产品展销平台。”

从重新“开村”至今，沙美村美丽
的田园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游客接待量已达到160万人次。

（本报嘉积8月18日电）

博鳌沙美村：

美丽乡村会客厅引客吸金
■ 本报记者 袁宇

8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位
于琼海市嘉积镇官塘学院小镇的博鳌
基金开放创新基地时获悉：该基地成
功申请注册15家私募股权、证券类基
金企业，注册资本达到31.9亿元，缴
纳个税已逾百万元。这标志着起步阶
段的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完成建设
的阶段性目标。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政策
优势和广阔前景，以及琼海宜居的环
境，吸引了很多企业入驻。”琼海博鳌
基金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志平说，借力博鳌品牌影响力与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产业优势，
基地比较顺利地引入了15家私募股
权、证券类基金企业。

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是琼海发
展新型金融产业的重要布局，用地总面
积约198亩，规划包括高端商务区、合
院低层办公区、独栋低层办公区在内等
三大功能区。项目总开发周期为3年，
计划分2期进行。琼海市政府与琼海博
鳌基金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约，建
设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打造基金及
其相关金融上、下游机构集聚区，推进
具有国际化竞争优势的大金融产业链
建设，助推琼海产业转型升级。

张志平介绍，基地将以健康医疗
产业、科技金融产业为突破口，打造私

募股权基金交易中心、科技金融中心；
以国际化离岸金融为特色，以合规为
根本，以留住人才为目标，高规格、高
标准打造金融机构集聚基地。

据悉，私募股权基金交易中心将
填补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产业空白，助
推海南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科技金融
中心将通过借鉴中关村现有经验，复
制现有信息化系统，打造知识产权融
资平台、企业信用征信平台、科技企业
评估平台及智能融资撮合平台。

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前期，重点
吸引医疗健康类基金及上下游金融机构
入驻，将成立博鳌乐成医疗健康产业基
金，基金一期规模为5亿元，预计整体规
模为50亿元，推动健康医疗产业发展。

“私募基金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
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创新资本形成的重
要载体。”张志平介绍。

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的建设，
将为我省本地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
将创造大量绿色税收，推动区域绿色
产业发展，实现生态富民，通过对接

“智力资源”，能够有力吸引人才落地，
促进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张志平表示，博鳌基金开放创新
基地不但能吸引基金公司和上、下游
金融企业落户海南，还可通过集中注
册、统一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本报嘉积8月18日电）

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

高标准打造金融机构集聚区

8月9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的海南颖奕国
际细胞医疗中心工地，工程车往来穿梭，现场施工如火如荼。这个项目是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项目之一，总投资近10亿元。从项目落地起，琼海全方位为项目建设提供
保障服务，预计项目将于明年4月全部竣工。

乐城先行区的开发呈现加速态势，示范效应初步彰显。2018年，乐城先行区医疗机构实现营业收入3.65亿
元，同比增长227%；就诊人数3.2万人，同比增长69.1%。2019年上半年，乐城先行区接待医疗旅游人数约2.25
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医疗机构营业收入约2.81亿元，同比增长139.1%。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表示，乐城先行区是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先导性项目，琼海将突出乐城先行区的发展核心地位，全力打
造国际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构建以医疗健康产业为核心的“一核多元”产业结构，争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示范标杆。

■ 本报记者 袁宇

今年初，琼海确定了“三地两
区一中心”的发展战略，即打造国
际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国际旅游
会展目的地、国际公共外交基地、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国家生
态文明战略示范区、国际经济文化
合作交流中心。

奋力打造国际医疗健康产业
新高地，乐城先行区正在崛起。截
至2019年6月，乐城先行区累计
营收达6.95亿元，引进院士专家
团队51个，在应用国际医疗新技
术、新设备、新药品方面创造了

“11个全国第一”。
“我们2个小时就完成企业注

册，5个月就实现了项目落地。”海
南瑞达麦迪赛尔国际医疗中心常
务副总经理武向东说。

琼海市以先行区为“多规合
一”规划试点，全面实行“极简审
批”。原先涉省级8个部门审批事
项简化为4个，市级14个部门的
32项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项目落
地所需时间由429个工作日缩减
至58个工作日，提速6.4倍。

琼海市市长符平说，琼海人正
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钉钉
子”、抓落实，真抓实干，力争到
2021年，使乐城先行区健康医疗
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至200 亿
元，入园企业50家以上。

这是琼海市委、市政府坚决

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深化
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博鳌田园
小镇建设，推动潭门转产转业，
加速开发建设乐城先行区的一
个缩影。

2014年，潭门大桥通车，为潭
门这座渔港带来新的变化。“游客
多了，挣钱的门路也多了。”潭门渔
民符文深家的餐馆就是2014年开
业的，如今生意日益红火。琼海大
力支持潭门南海风情小镇建设，推
动潭门从传统渔业小镇，转变为独
具渔家特色的新型旅游小镇，鼓励
渔民“洗脚上岸”吃“旅游饭”。在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潭门
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变化还发生在博鳌镇南强
村。近日，南强村“花梨人家”农家
乐的老板莫泽海闲时就会打开手
机，学习英语常用口语。在他看
来，博鳌越来越有国际范，来南强
村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英语肯
定得学。”

2017年 4月，琼海启动博鳌
田园小镇建设，扎实推进特色产业
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在10个月
内完成博鳌田园小镇147项建设
任务。“田园风”遇上“国际范儿”，
是博鳌特点。目前，博鳌田园小镇
平均每天接待一万多名中外游客，
当地村民在政府引导下抓住商机，
吃上了“旅游饭”。

紧抓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历史机遇，琼海加快构建“一核多
元”现代产业格局，夯实产业基础，
加快推进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
201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4.1亿元，较2016年增长19.7%；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25元，较2016年增长19.1%。
2019年上半年，琼海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47.40亿元，按可比价格增长
3.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164元，同比增长8.5%。

博鳌超级医院是乐城先行区
最早建成运营的一家医疗机构。
截至今年7月底，超级医院已接种
HPV九价疫苗2.3万余人次。引
进的专家团队已达到了17个，正
逐渐吸引出国看病团和周边国家
的病患前来医疗旅游。

“乐城先行区正式受理投资项
目71个，开工建设16个，完成投
资67.59亿元。”符平介绍，医疗健
康产业的核心作用正在显现。

“从去年10月到现在，每天客
人都很多。春节黄金周等节假日，
更是房源紧张。”博鳌亚洲论坛大酒
店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8年，琼海接待游客430万
人次，旅游收入31.85亿元，成为备
受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举

办会议会展350场，其中千人以上
大型会议35个，占全省比重达到
30.4%。2019年上半年举办会议
80场，参会人数4.8万人，其中千人
以上会议13场，3000人以上5场，
会议收入约7234万元。会议会展、
全域旅游成为琼海经济新增长极。

新经济给琼海发展带来新动
力。博鳌基金开放创新基地已有
15家私募股权、证券类基金企业，
注册资本达到31.9亿元，今年缴
纳个税已逾百万元；互联网企业注
册达到216家，年产值达到10.5亿
元。琼海金融产业与互联网产业
驶入发展“快车道”。

何琼妹说，琼海结合我省十二
个重点产业，发挥自身政策、生态、
资源、品牌等优势，有选择性的发
展特色优质产业，推动农业等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

在构建“一核多元”产业结构过
程中，琼海以重点项目拉动经济发
展。2017年至2018年，全市共引
进196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962
亿元，引进外资增长34.7%；今年上
半年引进招商项目38个，合同投资
总额116亿元人民币。“2017年
和2018年共推进410个重点项目
建设，均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琼海市发改委负责人周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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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博鳌田园小镇和乐城先行区，推动潭门转产转业

加快推进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
构建“一核多元”现代产业格局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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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在
沙
美
村
游
玩
。

俯
瞰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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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国
际
医
疗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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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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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十
七
日
，市
民
游
客
参
与
第
五
届
琼
海
潭
门
赶
海
节
﹃
泡
沫
之
夏
﹄
亲
水
嘉
年
华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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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鳌
亚
洲
论
坛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外
景
。

美丽乡村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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