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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加快建设自贸港的大背景
下，三亚如何发挥最大优势，让“文体
旅”产业竞相迸发活力？产业基础建
设是关键。一直以来，三亚对标国际
标准，以打造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先行区为抓手，通过“文化+旅游”“体
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三
亚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等一系列水上运动的国
际赛事在三亚举办，让三亚积累了国
际赛事办赛经验。此外，从世界小姐
比赛多次“牵手”三亚、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递出鹿城名片，到 ISY国际音乐
节续跨年之约、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再
续光影传奇……三亚精心筹办的一系
列国际顶级赛事和活动得到了国内外
民众的关注和肯定。

示范性场馆正式开工建设，标志
着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
下简称亚沙会）竞赛场馆建设由此进
入施工阶段。新版官网上线、正式发布
体育图标、首批亚沙会火炬手诞生……
亚沙会的各项筹备工作蹄疾步稳。

作为海南首次举办的洲际级别运动
会，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
中国举办的唯一洲际级别的综合体育

赛事，亚沙会将为海南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积极申办和全力筹办亚沙会，是三
亚主动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具体行
动之一。三亚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要求，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各项筹办工
作：安排一名副市长专职分管亚沙会筹
办工作，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抽调
精干力量，并通过社会招聘专业人才，
组建工作专班，同时聘请了专家作为顾
问；成立三亚亚沙会融媒体中心，整合
全省媒体资源开展全方位宣传，并在海
南各机场、动车站以及三亚人流量大的

区域进行平面广告宣传……
筹办此次亚沙会对三亚而言，不仅

仅是单纯地举办一场体育赛事，还是促
进三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优化完
善，推动三亚城市管理理念和发展模式
升级的一次契机。

“三亚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亚沙
会各项筹办工作，并以筹办亚沙会为
契机，促进三亚城市发展，提升三亚
国际化水平，真正做到‘办好一场会，
搞活一座城’，以实际行动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

（撰稿/严玫 君琼）

筹办文化赛事 增添城市活力

加快产业转型加快产业转型，，聚力制度创新聚力制度创新，，高标准推进重点园区建设高标准推进重点园区建设

三亚：勇当海南自贸港建设排头兵
崖州湾畔，总体规划面积69.3平方

公里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加快建设；城
市中心，锚定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
游艇业的中央商务区蓄势待发……近两
年多来，三亚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征途中，赋予城市发展新动能。

“三亚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
遇，重点打造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现
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以旅游业为核心构
筑起较完善的城市发展基础后，三亚正
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园区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
体，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平
台。三亚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崖州湾科技
城、中央商务区、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区等
园区建设，努力把园区打造成自贸港做大
流量的“量点”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亚的一个重
要着力点在崖州湾科技城。依托崖州湾
地理区位优势，崖州湾科技城打造深海
科技城、南繁科技城、科教城、南山港、崖
州湾中心渔港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将建成国家深海科技创新
中心、“南繁硅谷”及产学研城深度融合
的聚集地。

三亚中央商务区按照“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高点定位、三亚特色”的要求，重
点发展总部经济、现代金融和邮轮游艇
产业，旨在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以吸引全球投资
者目光，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入驻，加快
三亚经济产业转型。

“旅游业是三亚的传统产业和优势
产业，但不能局限于海滩、景区观光和餐
饮住宿。”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两年多时间，三亚以我省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为契机，积极培育旅游
消费新业态、新热点，补齐旅游产业的短
板，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均有提升。

近两年来，三亚·亚特兰蒂斯在传统
“住”的基础上，不断融入“娱”的新业态，
将酒店、水族馆、水乐园、餐饮、娱乐、会
展、演艺、购物等元素融为一体，提升旅
游产品供给质量，成为三亚旅游业新标
杆；2019年，三亚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等地设立了
8个三亚境外旅游推广中心，开展境外
推广营销；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三亚国际
音乐节、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等多项国际
赛事和文化活动在三亚举办，打响了城
市文化品牌。

当下，三亚旅游产品供给日趋丰富，
促进了旅游消费，给游客带来更多的选
择、更便捷的服务、更美好的体验。

2019年，三亚产业结构调整亮点纷
呈：全市集中开工5批共107个自贸区
（港）项目，全都是非房地产项目；非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以上，占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旅
游业、高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升至
69.4%。

聚焦主导产业 提升发展质量

“这样的许可证，我以前办过许多
次，但这一次最快，前后只用了两天。”三
亚五矿国际广场项目报建主管符雯说。
今年3月25日，符雯将办理通道开挖许
可证的相关材料交到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第二天就领到了许可证。

一般而言，办理项目通道开挖许可
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须在收到施工单
位申报的材料后，在10个工作日内到
现场踏勘，并经过多项审批后才能办结
发证。

3月25日，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审批
官宋春丽收到符雯提交的申报材料后，
当天就到现场踏勘。该局还对五矿国际

广场项目办理通道开挖许可证进行容缺
受理，于3月26日下午发放了许可证。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率先采用“法
定机构＋市场化运作”的运营模式。
2019年 2月 13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成立，作为三亚市属特设法定
机构承接政府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外，三亚引入
招商局集团、中化集团作为崖州湾科
技城开发运营主体，构建“管理局＋平
台公司”共同开发的架构，共同推进土
地开发、招商运营、项目准入与机制保
障工作。

“体制创新是促进自主创新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利于形成鼓励和支
持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制度环境，实
行企业化、市场化用人制度，激发了干部
职工的积极性。”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林海说。

2019年12月25日成立的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理局，同样采取“法定机构＋市
场化运作”的运营模式，向体制创新要动
力，推进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游艇
产业发展；今年2月18日，三亚市投资
促进局成立，也实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
运作制度，负责做好招商引资企业和项
目的服务保障工作。

此外，三亚将全市19家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的国有企业，整合成8家集团公
司，构建三亚“2+6”国有企业发展新格
局；在全国率先建立“警保联控”警务新
模式，走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的新路……近两年多来，三亚站在更高
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取得了显著
成效。

深化改革和聚力制度创新，增添了
城市发展活力。2019年，三亚新增市场
主体 3.6 万户，增量比 2018 年多出
106.2%。该市实际利用外资 2.6 亿美
元，同比增长152%；外贸进出口总额95
亿元，同比增长51%。

聚力制度创新 赢得发展先机

5月31日，随着最后一根钢构件完
成吊装，三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钢
结构封顶，仅用时53天，比常规施工提
前30多天完成，目前该项目整体施工已
完成70%。

在三亚中央商务区，三亚大悦环球
中心项目建设方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开足马力抢时间、赶进度。“为
加快工程建设步伐，我们充分调动人
力、物力，提高施工组织水平，安排部分
工种24小时不间断施工，把耽误的工
期抢回来，确保工程按时完工。”该项目
生产经理郑俊波说，大悦环球中心项目
（一期）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

2021年底竣工交付。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是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有力抓手。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拓展，
三亚越来越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在抓
好防疫工作的同时陆续复工复产。

截至6月1日，三亚已返岗工人总数
51157人，已开复工项目398个。“我们建
立了总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一本账’，
设立‘项目策划、要素保障、投资纳统’三
个专班，并依托市政府周调度会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加快项目建设。”
三亚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海南自贸港，需要完善的“五

网”基础设施支撑。三亚着力构建与自
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对“五网”基础设施进行提质升级。
2019年，三亚全市年户均停电时间降至
9小时以下，农村居民生活用电和动力
电通电率达到100%；城区与行政村实
现光网和4G全覆盖，自然村光网和4G
覆盖率分别达90%和98%以上。

5G网络建设方面。截至目前，三亚
已建成开通5G基站342个，5G应用覆
盖医疗、教育、文旅、政务等领域。今年，
三亚将加快 5G 网络建设，计划建设
1400多个5G基站。

目前，三亚已举办九批次自贸区

（港）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累计开工
项目191个，计划总投资1069.35亿元。
其中，全省集中开工项目8批次，共174
个项目；市级集中开工项目1批次，共17
个项目。所有集中开工项目均为非房地
产项目，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文化
教育、棚户区改造等领域。

“我们将项目作为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加快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载
体和抓手，认真遴选条件较为成熟的
项目，积极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着力解
决项目征拆、用地保障、规划和施工许
可等方面的问题。”三亚市政府有关负
责人说。

采取超常规举措 推动项目建设

6 月 1 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正式发布，标志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
全面启动。在建设自
贸港的背景下，三亚
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迎
接新的历史起点？又
将如何奋发有为书写
时代答卷？

以创新促转型，
在转型中发展。房地
产一度是三亚的支柱
产业，但近两年多来，
三亚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摆脱对房地产的
依赖，重塑产业筋骨，
通过精准招商，加快
发展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三大主导产业，以“一
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抢抓机遇，谋定而动，
蹄疾步稳，高质量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

三亚市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三亚将以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勇于担当、主动作
为，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在全力应对统筹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三个
大考”中交出合格答
卷，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勇当排头兵，打
造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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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已举办九批次自贸区（港）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项目建设

其中，全省集中开工项目8批次

共174个项目

市级集中开工项目1批次

共17个项目。

1069.35

个累计开工项目191

计划总投资

亿元

结构调整
2019年
三亚非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长7%以上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同比上

升12个百分点

旅游业、高端服务业等
第三产业比重升至

69.4%

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以来
三亚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复工复产

截至6月1日

已有51157名工人返岗

398个项目开工复工

外资外贸
2019年

三亚新增市场主体3.6万户

实际利用外资2.6亿美元

同比增长152%

外贸进出口总额95亿元

同比增长51%

制图/王凤龙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傍
晚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傍
晚
，，位
于
三
亚
市
吉
阳
区
的
三
亚
市
体
育
场
施

位
于
三
亚
市
吉
阳
区
的
三
亚
市
体
育
场
施

工
现
场

工
现
场
，，大
型
塔
吊
机
与
电
焊
机
忙
碌
作
业

大
型
塔
吊
机
与
电
焊
机
忙
碌
作
业
。。

丰
六
丰
六

摄摄

3月1日，在三亚大悦环球中心项目
工地，施工人员在进行钢筋作业。

武昊 摄位于三亚海棠湾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 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