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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06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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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的载体

“这样的许可证以前我办过多次，东奔西跑10多天
才拿到手，现在，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两天就办好。”
五矿国际广场是三亚中央商务区项目，开工前必须先修
建一条通道，以便人员、材料、机械等进出工地。项目报
建主管符雯说，3月25日递交审报材料后，第二天就拿
到许可证，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按照规定，办理这样的许可证要有施工合同原件，
还要先交道路修复保证金。而该项目施工合同原件不
在三亚，寄过来需要几天；由于支付流程原因，施工单位
支付道路修复保证金也要几天。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进行制度创新，实行“审批
官制度”，对五矿国际广场项目通道开挖许可进行容缺
受理：先受理施工合同扫描件，施工单位承诺5个工作日
内提交原件；道路修复保证金缴纳凭证，施工单位承诺
10个工作日内提交。审批官一人负责全程审批，第二天
就发放项目通道开挖许可证。

园区是落实中央赋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
要平台和载体。三亚市积极创新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完
善“法定机构+市场主体”运行模式，为“项目进园区、园
区说了算”提供制度保障，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设立方案》，明确中央商务区是法定机构，实行企业化管
理、市场化运作。

着眼承接自贸港开放政策，发挥法定机构干事创业
平台优势，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印发《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极简审批改革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三亚中
央商务区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实施方案》等
制度文件，有效承接覆盖园区各类工程建设和产业发展
需求的64项市级行政审批权限。

在三亚市政府支持下，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实施
“极简审批”改革工作，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同步加
强风险防范管控，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构建“审
查师+审批官+商代表”审批服务制度体系。

建筑工程审批环节多，而且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
传统做法审批周期长，一个审批事项要经过收件、审查、
做意见、审批核准等多流程。极简审批极大提高项目建
设审批服务效率。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融合跨部门
权限，打通审批壁垒，一般审批事项经过一名“审批官”
就能极速办结。

为加快崖州湾科技城“一港、三城、一基地”建设，三
亚市人大通过《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展法定机构试
点工作的决定》，明确推行法定机构试点工作，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明确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实行企业化管理、
市场化运作，不以营利为目的，行使有关市级管理权限，
负责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产业发展、制度
创新、综合协调等工作。

崖州湾科技城通过“法定机构+市场主体”运行模
式，引入招商局集团、中化集团，组建招商三亚深海科技
城开发有限公司和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两个平台公司
作为开发运营主体，统筹推进科技城招商、建设、运营、
管理等工作。实施“特别极简审批”，承接43项省政府下
放的省级行政审批事项、79项市政府下放的审批事项，
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减流程、减材料、减成本”和

“加服务、加监管”模式，形成衔接有序、运转高效的“城
小二”企业服务工作体系，为入园单位、投资项目及入园
人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三亚根据“一园一策”原
则规划园区建设，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先行先试，坚
持法治建设先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注重在园区建设
管理和企业个人合法权益上，强化法治的引领、规范和
保障，就园区领导、分配、运行、人才等体制机制和产城
融合、招商引资、营商便利、风险防控等，进行体制机制
创新，着力把园区打造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
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进一步明确各产业园区
功能定位、布局，加快产业集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园区切实扛起未来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责任担当，成为
拉动三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本报三亚4月28日电）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为促进“招才
引企”，近两年来，三亚市及各园区纷纷
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度奖励符合条件的
引进人才及企业。

《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
法》，对认定的总部企业给予开办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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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
认定的总部企业，首次被评为世界企业
500强的，给予一次性2000万元奖励；
首次被评为中国企业500强的，给予一
次性500万元奖励；首次被评为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的，给予一次性200万元
奖励。

崖州湾科技城出台《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办法》，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优质科
技企业实行入库管理，并提供资金、科
研项目、法律服务等多方位全过程支
持。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最高给
予110万元资金扶持。科技型初创企
业，根据实际研发费用实际支出30%，
每年可申请最高10万元研发费用支
持。对已获专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且
资金实际到位的科技型初创企业，首年
给予8万元研发费用支持。

为吸引科技人才，促进南繁和深海
产业发展，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出台专
项人才引进奖励政策——《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引进人才分类标准》，其中，给予
全职引进的A类人才最高奖励可达
400万元。

此外，《三亚市落实“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实行放开
人才落户、加强人才安居保障、解决子
女就学、解决人才配偶就业、加强人才
医疗保障等；《三亚市促进金融业发展
扶持奖励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在三
亚设立分支机构，及新设立的村镇银
行、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等，给予一次性奖励；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根据其年度新增贷款按比例进行奖
励，对年度新增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
款给予额外奖励等。《三亚市鼓励邮轮
旅游产业发展财政奖励实施办法》，对
母港邮轮每航次奖励10万元，对邮轮
游客人数超过3000人以上的再奖励5
万元；访问港航次分别奖励10万-110
万元/航次不等。

三亚招才引企
奖励优惠政策多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抓住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历
史机遇，三亚着眼
大定位、大视野、
大格局、大基础、
大产业，加快崖州
湾科技城、中央商
务区、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互联网信
息产业园建设，在
更宽领域，以更大
力度，推进全方位
高水平开放，全力
打造自贸港建设
标杆，推动三亚经
济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三
亚市委书记童道
驰说，产业园区作
为三亚经济创新
和发展的重要载
体，要充分发挥在
促进产业发展、产
业集聚、打造支柱
产业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不断增强
三亚经济的创新
能力，培育壮大新
经济，打造经济发
展新动能，加快三
亚产业转型升级，
让产业园区成为
拉动经济发展的
强大引擎。

培育新产业的摇篮

4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集
中开工和签约，三亚集中开工项目18个，总
投资44.2亿元，集中签约项目36个。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这次集中签约，三
亚又引进多个全国行业龙头，中国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旅游管理有限公
司、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普洛
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春秋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纷
纷抢滩进驻三亚。

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背景下，为什么
三亚依然能够一次性引进大批全国行业龙
头？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历史机遇，三亚创
新思路，高起点高标准筑巢引凤，着力打造
四大产业园区，成为国内外投资的沃土。

崖州湾科技城，着力打造“一港、三城、
一基地”——南山港、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
城、科教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基地。南繁科技城，以南繁科研为基础产
业、种业科技为核心产业、热带农科为特色
产业，致力于打造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
集约化、国家化的国家南繁科研基地。深海
科技城，以深海科技研发与应用为主导产
业，以通用科技产业、海洋配套产业为协同，
以发展知识产权、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
为配套，致力于打造国际深海科技创新中
心。科教城以海洋、农业科研产业为核心，
以“研究院+研究生院”为平台，以高水平科
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载体，重点发展与深海
科技和南繁科技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相关的
教育科研、公共科技研发服务及创新创业孵
化与转化平台等。南山港以海洋科考、海洋
试验及临港产业为主，支撑深海科技城建
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引
入全球动物、植物、微生物种质资源，具备检
验隔离、战略储备、鉴定评价、科研创新、产
业应用、国际贸易交易等功能。

三亚中央商务区，聚焦总部经济、金融
服务和邮轮游艇三大新型产业，以一园四区
的建设模式，在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
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实现园区与境外投资经
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
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便捷联通，打
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
济功能区。

三亚现代服务业产业园，位于海棠湾，
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
源丰富，拥有22公里长的海岸线、14公里长
的原生态内河水系、8平方公里的潟湖湿
地。发展定位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
度假区，其核心功能有国际顶级品牌滨海酒
店带、世界级的游艇休闲社区、国家级医疗
及健身疗养基地，逐渐发展成大旅游、医疗
康养、免税购物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服
务业产业聚集园区，着力打造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的示范区。

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以信息化数字经济
为核心，专注三个领域：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智慧城市、智慧海
洋、智慧旅游等领域的应用为主做强信息科
技产业，以游戏动漫、网络直播、文学音乐为
重点发展互联网娱乐文创产业，以旅游电
商、农业电商、跨境电商等为交易平台发展
电子商务。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四大产业园区，
成为三亚加快自贸港建设发展新产业的重
要平台，改变三亚单纯依赖旅游业和房地产
业的发展格局，加快三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的步伐。

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四大产业园区，作为三亚加快自贸港建设大平台，
作为三亚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推动
三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崖州湾科技城定位打造海南南部科技产业重镇，
吸引全国重点院校和科技龙头企业进驻。中国农科
院、中国热科院、中国水科院、中科院种子创新研究院、
中科院深海所、中科院南海所、中国地质调查局等8家
国字号科研机构来了，中国船舶集团、中国大唐集团、
招商工业、中信农业、保利等5家央企来了，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来了……加快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和产业项
目建设，迅速提升园区承接自贸港政策能力，崖州湾科
技城去年续建及新开工项目超过50个，总投资达到
365亿元。中船南海深远海综合试验及综合服务保障
基地、科教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中科院海南种子
创新研究院、三亚南繁科技众创中心、保利会展酒店等
一大批重点项目纷纷开建。

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
能区，大批龙头企业抢驻三亚中央商务区。北京外企
（三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三亚推想职能科技有限公
司、大唐国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大唐国际燃料贸易有
限公司、大成律控（三亚）综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国奥
智娱（海南）科技发展公司、三亚长丰国际天然气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等企业完成注册。目前，开元邮轮、世天
邮轮、国奥集团、凯撒旅游、普洛斯中国、览海控股集团
等10多家龙头企业正在三亚中央商务区办理公司注
册。与此同时，中央商务区总部经济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申亚金融大厦、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中粮大悦
城公寓、保利国际广场、太平金融产业港、大悦环球中
心等6个总部经济项目全部开工建设。五矿国际广场
项目、中国铁建人才公寓项目、大嘉汇航联CBD项目、
华侨城欢乐东岸项目、三亚CBD中央公园、南边海游
艇泊位工程等10多个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推
进。

定位“国家海岸”，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示
范区，三亚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开发建设以来，项目开
工至今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1460亿元。目前
海棠湾建成开业的高端酒店超过20家，特别是随着
亚特兰蒂斯、国际财经论坛、国际免税城、中国电子
信息安全一期、301医院海南分院、中瑞旅游管理学
院、海昌梦幻不夜城等龙头项目的建成投产以及人
大附中招生开学，园区产业已从单一的旅游业向医
疗健康、会展、免税购物、娱乐以及教育等产业多样
化发展，初步形成以旅游度假和免税购物为支柱的
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国家海岸—国际旅游度假
区”发展目标初见成效，成为超星级度假酒店、主题
乐园、国际免税城、医疗康养中心等高端旅游消费产
品的聚集区域，海棠湾品牌效应已经凸显，拥有度假
天堂、娱乐天堂、购物天堂、健康天堂等多张亮丽名
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功能区雏形初显，去年接待
游客181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9.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1%和30%。

以信息产业园为平台，三亚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中国电子海棠湾信息安全产业园海南信息安
全基地与40多家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签约，产业园
创业综合孵化服务中心在已落地互联网企业中兴通
讯、新道科技、东华博育云基础上，又引进并扶持京东
集团、中国加速、启迪之星、智宇科技等企业，全市互联
网企业超过350家。为进一步加快信息产业发展，三
亚成立科技投资集团，定位科技产业投资服务商，作为
打造科技创新智慧之城载体，建设运营政务网络、大数
据中心、城市大脑等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设施，
同时致力于探索参股科技型小微企业、投资初创潜力
型科技企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三亚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俯
瞰
建
设
中
的
三
亚
崖
州
湾
科
技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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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摄

位于海棠湾的三亚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是
集大旅游、医疗康养、免
税购物等多产业融合发
展的现代服务业产业聚
集园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俯瞰建设中的三亚中央商务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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