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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9月2日下午，在海南省规划展
览馆里，中关村发展集团对外联络处
的曲延明一边认真听讲解员讲解海
南的整体发展规划，一边忙不迭地拍
照保存规划图。

“回去给我们中关村里愿意来海
南发展的企业做推介，争取让这些企业
来到海南的产业园区发展。”曲延明说。

与曲延明一样，当天下午，来自
省外的200多名企业家代表分批分
组参观了海南省规划馆、海南省大数
据中心、海口市江东新区展示中心，
以及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观澜
湖旅游园区等，企业家们每到一处都

认真观察并聆听讲解，对海南重要产
业园区展览细细品读，拍照保存，以
待进一步来海南投资发展。这次海
口市内的考察活动也是2019海南自
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的
议程之一。

曲延明表示，他是第一次来到海
口，也是第一次全面了解海南的产业
园区，发现海南有很多产业的发展，
可以与中关村企业共同谋划。结合
海南的发展机遇与中关村的优势所
在，中关村打算在海口设立中关村创
新中心，在高新技术、AI、区块链、物
联网等方面，打造中关村企业与海南
本地沟通合作的平台，让企业与海南
共发展、共成长。

此次考察让没有全面了解海南的
企业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对于了解过海
南的企业来说，也增加其发展的信心，
并明确了进一步与海南合作的领域。

来自深圳的凯达环球建筑设计
公司副董事何锋表示，他多次来过海
南，目前公司也已经在海南参与哈罗
公学等项目建设。

“海南发展未来可期，但是目前
还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凯达环球建筑
设计公司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参与到
海南本地商场、学校、写字楼等的规
划设计，共同参与海南的发展成长。”
何锋说。

北京普天合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咸玉波看中了海南生态立

省的优势，以及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
策优势。“我们打算在海南找寻新能
源+金融的合作项目，发展新能源产业
基金、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如果找
到合适的机会，也想在海南设立分部，
参与海南的发展建设。”咸玉波说。

在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参观时，中
民百镇万家集团有限公司总监王睿
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表示，很关
注也很看好江东新区的发展。

参观结束后，企业家代表们的兴
致丝毫不减，依然三三两两地讨论着
海南哪些产业可以亟待深挖，企业可
以从哪些领域参与到海南的发展建
设中来。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听规划 看园区 找商机

企业家谋划参与海南建设发展

三亚重点园区

6家企业现场签约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易宗平）9月2

日，三亚市重点园区招商推介会在海口市举
行。三亚五大园区集体亮相推介，吸引了一批
知名企业与会，并有企业现场签约合作。

这五大园区相关负责人陆续登台介绍情况
后，引起了与会企业的广泛关注。当天的推介
会现场，与三亚签约合作的有6家企业，包括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曙光云计算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量子体育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
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约合作的前景值得展望。据了解，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属世界500强企业，将在三
亚设立国际结算中心，推动三亚构建开放型经
济，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三亚市政府与上
海高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推进世界级顶级
电竞赛事在三亚落地，共同举办三亚电竞节、全
球电竞大会、电竞高端论坛等电竞活动。该市
还引进国内独角兽企业西安量子体育管理有限
公司，引入高端体验式科技零售业态，做大做强电
子竞技产业主体，助力三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着
力把三亚全面建成有影响力的“电竞之都”。

海口高新区

两家签约企业将瞄准
物联网大数据行业发展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史
珍萍）9月2日上午，海口国家高新区在2019年
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专场推
介会现场，分别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医统天下
（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进一
步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激发园区经济新活力。

会上，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及上海临港
集团美安科技城管理公司分别介绍了高新区的
各项优惠政策和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发展规划前
景。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海口市政府与上海临
港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邀请世界顶尖规划
设计单位启动美安生态科技城规划修编，以“一
核两翼、三点一线”为思路，科技创新为核心，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为两翼；以高新技术为一线，
以绿色产业、信息产业、健康产业为三个重点产
业方向，打造创新技术含量高、自主知识产权产
业化密集的创新性“聚集区”。

海口高新区还分别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
医统天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其中，罗克佳华拟将在高新区设立创高成长
型总部、建设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基地；医统天下
拟在高新区设立第二总部。罗克佳华集团和医
统天下的签约落户，将促进园区医药、物联网大
数据等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李德乾）在9月2日举办
的2019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
资合作大会上，昌江黎族自治县主打
清洁能源产业，推出核电直接关联产
业、清洁能源储能等6大项目，邀请
来自省内外的34家企业共谋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以核电关联
产业为主导的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
昌江将借力中核集团、华能集团等大
型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打造清洁能
源产业，通过联合有意向、有实力的

业内机构实现同商、同建、同享，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加快项目落地。

据介绍，包括核电备品备件国产
化科研创新中心项目、清洁能源储能
项目、机加工预制厂等项目在内，昌
江将对标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
求打造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园，同步加
快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空间布局规
划，并在政府服务、人才招聘、土地供
应、财税金融等方面继续创新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产业聚集能力和发展潜
力，改善人才及其家属住房、教育、医
疗等配套服务。

昌江：

邀请企业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曾毓

慧 特约记者秦海灵）9月2日，2019
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
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借助此次大会契机，
力推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项
目，吸引了多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
其中2家企业当天签约入驻该物流
园园区。

按照合作约定，当天签约入驻的
海南环宇中盟物流有限公司将重点
打造海南中部集运物流中心项目，另
一签约企业海南仙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将发力于化妆品生产项目。
据悉，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

园规划面积约为6021亩，计划投资
21亿元，是海南省六大物流园区中
唯一的省级农产品物流园。琼中县
委、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借助
琼中的地域与生态环境优势，按照

“一心一园一带八区”发展布局，进一
步理顺体制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保姆式”服务，全力上项目、
抓投资、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绿色产
业集群，实现“两个确保”目标，努力
完成全年预定的目标任务。

琼中：

两家企业签约入驻物流园区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陈雪怡

先查看会议室外的园区宣传展
板，然后拿取相关资料研读，用笔记
下现场推介重点内容……

9 月 2 日，在 2019 海南自贸区
（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的分园
区推介活动上，许多企业代表参会
时，都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套“标配
动作”。他们都是奔着参与海南产业
园区建设、寻求商机与合作而来。

产业园区“各展其能”

三亚拥有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
区、崖州湾科技城、海棠湾国家海岸
休闲园区、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邮轮
游艇旅游产业园等多个重点园区；

昌江核电清洁能源产业园具有
先行试点、能源供应、设施齐全、交通
便捷等优势；

洋浦经济开发区将围绕西部陆
海新通道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先
进制造业基地、大宗商品集散交易基
地、新型贸易试验区这四个主导产业
定位做文章；

……
专场推介会上，来自省内多个重

点产业园区各有侧重，又各有优势，
向到会的嘉宾介绍园区现状，解读前
景，发出邀请。这些产业园区类型多
样，既有综合型、专业型、智慧型、高
科技型，也有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
导型、农业主导型，还有新区都市型、
产城融合型、特殊监管型等，可满足
不同投资者需求。

海口市委深改办（自贸办）常务
副主任、江东办副主任杨善华在推
介海口江东新区时表示，目前新区
起步区3.88公顷总部用地，以航空
物流、新消费新商展为主导的临空经
济区，以及241个总投资达553.7亿

元的基础设施，三个打包项目获得高
度关注。

企业代表“各得其所”

不同推介现场，有不同的推介内
容，也吸引着不同参会嘉宾的目光。

“我们目前侧重于文旅、医疗康
养、医美等领域产业的发展，所以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棠湾
国家海岸休闲园区等都是我们所重
点关注的园区。”胡润百富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国说。

来自云南省海南商会的秘书长张
仕海，则在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
园、陵水黎安旅游教育文化产业园等推
介会上，找到希望进一步商洽的信息。

“商会里有不少企业从事农产品种植加
工行业，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的发展
定位，符合我们这部分企业的市场对接
需求。还有，我们商会另一些企业期待

获悉关于互联网和文化产业的园区政
策和相关情况。”张仕海直言道。

除了期待以外，也有人带着信心
和目标前来。“我个人认为，专场推介
会的形式很好，为企业了解园区情况
和招商政策提供了平台，希望接下来
我们有机会能在合适的产业园区内
投资兴业。”广东东莞市智成纤维制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川鸿说。

签约合作“各有所获”

收获意向的种子，也收获签约的
果实。当天上午，在推介展示的同
时，多个园区也举行了签约仪式。

“我是海南人，了解海南的发展
优势，也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所以

‘回来了’。”上海高竞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副总裁丁家弘笑道，该公司将推
进世界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全球总
决赛等世界级顶级电竞赛事和各类

电竞赛事在三亚落地，并与三亚共同
举办三亚电竞节、全球电竞大会、电
竞高端论坛等活动。

海南的“良师益友”——中国科
学院，在推介会上也打算进一步深化
彼此的情谊。“曙光云计算集团有限
公司将在三亚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
国科海洋智能技术产业园、智能计算
产业基地等，用科技为三亚城市治
理、相关产业发展等赋能。”中国科学
院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副秘书长、曙光
云计算集团副总裁张春泉说。

专注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等领域发展的罗克佳华科技集
团，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推介活动上，
正式与该园区签订合作协议。“我们
将在高新区设立创高成长型总部、建
设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基地，促进园区
医药、物联网大数据等行业得到更好
的发展。”罗克佳华科技集团有关负
责人说。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分园区推介活动引发与会企业代表积极关注

招商引资 邀您共赢

我省重点园区展览
收获满满人气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陈
雪怡 周晓梦）9月2日，2019海南
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的与会嘉宾在进入主会场前，不约
而同拿出手机拍照，拍摄“对象”是
我省重点产业园区的介绍展示展
板。这场会前的展览活动，旨在通
过图文并茂的宣传推介，让与会嘉
宾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我省重点产
业园区，邀请全世界投资者共享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发展机遇。

当天，在会场入口处，海口观澜
湖旅游园区、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
休闲园区、万宁兴隆健康旅游产业
园等旅游业园区，海口江东新区、三
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现代服务
业园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
际航天城、海南生态软件园等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以及老城经济开发
区、昌江核电清洁能源产业园等园
区展板集中展示，甚是醒目。

展板上，园区的区位面积、空间
规划、产业规划、约束性指标、优惠
政策、基础设施等基本情况和招商
项目、方向，详细分类注明，让人一
目了然。在拍下展板的同时，与会
嘉宾还忙着扫描关注产业园区官方
微信公众号，并存下园区招商咨询
热线号码。

“三大产业的重点园区，定位精
准、发力集中，又各有优势、各有侧重。”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园区展示展板简
单明了，信息量却不小。看了展板介绍
后，再参加大会，对于会上介绍的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招商政策和重点产业园
区发展方向，也更容易消化把握。

9月2日上午，2019海南自
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右图为与会者关注台上嘉宾
的主题发言。

下图为儋州市推介会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洋浦经济开发区

洋浦优势
让与会企业家动心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见习记者李豪杰 记
者刘笑非 特约记者郝少波）9月2日上午，在
2019年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
会上，洋浦经济开发区专场投资推介会吸引了
百余名企业家参加。

来自石油化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及航运
物流等产业的省内外企业家对洋浦经济开发区
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政策优势、发展前景表
现出较大兴趣。

下一步，洋浦将进一步提升港口码头能力，
完善公共管廊、集中供热、危废处置等公用设
施；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承接好省级用海、
用地、用林审批权限下放；修订总部经济鼓励政
策、航线和箱量补贴管理办法，出台做大贸易额
和引进外资奖励政策，为在洋浦投资的企业带
来政策红利。

文昌国际航天城

50多家企业参会洽谈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9月2日上午，2019年海南自贸区
（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文昌借助此次大会的契机，设置分会
场举办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招商推介会，邀请
了50多家企业参会洽谈。

据介绍，文昌在结合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需
要和深入调研市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核两
带”的航天城建设发展总体思路，目前，海南文
昌国际航天城已完成初步规划设计，规划面积
达42平方公里，计划打造成为一个国际一流、
生态宜居、对外开放、产城融合的航天城。

当天上午，文昌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还
在宣传展区向各大企业宣传推介文昌的发展举
措、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特别是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的发展定位、优惠政策、投资机遇，进一
步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推动产业进园区，促
进产业集聚。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