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规划 产城融合理念新

2019年 12月 25日，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理局正式成立，管理局实
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是承接
政府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的法定机构。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成立伊
始，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紧抓科
学规划，优化园区空间布局。产城
融合、建管并重，园区围绕“三区一
中心”目标定位，坚持绿色低碳、环
境友好、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
念，将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等项目建设重新梳理。启动
开展《三亚中央商务区一体化实施

规划》《三亚中央商务区港务局单元
实施开发细则》和《三亚凤凰岛及港
务局交通规划》的制定工作。

产业研究方面，管理局贯彻新
发展理念，学习国际先进高端园区
经验，成立半年便已基本完成《三亚
中央商务区产业规划》等多项规划、
方案的编制。

此外，管理局还启动邮轮游艇
探索“1+2”政策体系《三亚支持邮轮
游艇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关于加快
邮轮产业发展实施细则》《关于加快
游艇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等方案的
制定，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同

时，《三亚南边海环河口游艇主题消
费区产业规划》的编制已完成。

高效的背后，得益于管理局企业
化的运行模式。例如，管理局委托深
圳一家企业做“游艇主题消费区产业
规划分析”，委托服务费为8万元，管
理局将财务审批程序简化，走内部审
批流程，一天即完成了支付。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采用‘法
定机构+市场化运作’模式，可让行政
机关的职责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
让园区更高效地运作，更好地为企业
服务。”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法定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模

式也让管理局有了更大的自主空
间，能通过设立外延平台更好地推
动园区开发建设。园区管理局目前
已成立了三亚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三亚城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
央商务区管理）和海南国际游艇交
易有限公司2家平台公司。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重点针对谋
划项目，推行任务清单管理，促进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游艇交易公司重点针
对游艇交易、勘验、评估做专业服务，
将成为全国性的游艇交易数据平台和
游艇产业链要素集聚抓手。”三亚中央
商务局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亚河、临春河，自青
山林海间汇涓成流，一路南
流入海，在山海河交汇处，
孕育出一座生机勃发的城
市——三亚。

两河相汇的不远处，是
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也是
这座城市的“黄金地带”。
昔日老旧楼房已不复存在，
放眼望去，吊塔林立，大悦
环球中心、保利国际广场、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等6个总
部经济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这是自贸港建设“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的良好开局，也是三亚中央
商务区建设带给市民看得
见的变化。

那些老百姓不易感知
的变化，也如地底的冬笋，
在为这座城市的蜕变积蓄
能量。今年特别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
布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发
力园区规划、政策研究、招
商引资、机制创新、体制完
善、人才引进等工作，着力
构建以总部经济、金融服
务、现代商贸、邮轮游艇为
主导，以专业服务与休闲文
化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这些是三亚主动对标
省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的决定》要求，全力以赴
将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成
为国际化区域总部经济及
中央商务集聚区、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引领区的生动
写照。

“我想详细了解跨境贸易方面的
政策……”近日，上海某知名贸易企业
负责人宗先生向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来电咨询，园区管理局产业一部员
工陈昊为其耐心解答，并承诺与其保
持紧密联系。通话结束后，陈昊将宗
先生的企业发展方向与需求进行了记
录，方便后续对接及提供服务。“从接
连不断的电话声中，我感受到全球投
资者对三亚的信心和期待。”陈昊说。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加大精准招商力度，深度挖掘
自贸港政策优势、三亚资源优势、园

区产业优势，坚持全员招商理念，组
建精干招商队伍，通过自主洽谈、协
会招商、产业链招商等多形式、多渠
道，开展精准招商引资工作。

今年1月至6月，三亚中央商务
区已有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控股有限
公司、海南复星旅游文化投资公司、
大悦城（三亚）投资有限公司、珠免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等144家企业在园
区注册，其中包括9家由世界500强
企业开设的企业，中国人民银行数字
货币研究所合作项目也即将落户。

在推进邮轮游艇产业方面，全球

游艇制造前10名的法拉帝亚太集团、
海星游艇集团等多家游艇公司已和园
区达成入驻意向，三亚世天邮轮有限
公司、三亚蓝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等10余家邮轮游艇企业也已入驻。

此外，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
开工一批”的工作思路，今年以来，园
区管理局狠抓项目谋划、前期推进和
施工进度，大悦环球中心、保利国际广
场、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太平金融
产业港等6个总部经济项目已开工建
设。初步估计，今年上半年园区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32亿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47.1%，有力推动了三亚金融
服务、现代商贸等新型产业的发展。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管理局将加强已
引进市场主体的开办、施工、融资等
服务，聚焦免税消费、邮轮游艇、旅
游、高新技术、总部结算项目和金融
业等重点领域，做足招商引资增
量。积极探索在项目谋划、招商落
地、前期审批、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等关键环节提供全链条、全过程、全
要素服务保障，助力海南自贸港政
策落地落实。

招商引资 名企纷至产业新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通
过签署诚信承诺书，申请延迟缴纳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现当天申请、当
天审批、当天拿证，为项目建设节省了
大量时间、资金成本，这样的服务真的
太贴心了。”7月10日，三亚太金置业
有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王鹏为三亚中
央商务区的营商环境点赞。

原来，今年6月初，三亚太金置
业有限公司申请从境外总部调拨资
金，按照项目推进节点要求，需要取
得三亚太平金融产业港项目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由于一些原因，该企

业一次性交齐2600余万元的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较为困难，便向三亚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提出申请，承诺分期
缴纳，6月 30日前交完该项费用。
结果当天该企业便通过审批，拿到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积极
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企业实际推
进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
度，通过事前告知，承诺申请，容缺受
理，企业事后兑现承诺，为企业削减资
金、时间成本。目前，三亚中央商务区
已受理并办理容缺审批件57件。

“以前我多次办理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东奔西跑10多天，才将证件
拿到手，没想到这里一天就能办好。”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开发部负责
人曾德林介绍，今年5月他将相关材
料报到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当天
下午许可证就办下来了。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结合
实际探索单项制度突破和制度集成
创新。依托园区基础性集成创新制
度打通“审查师+审批官+商代表”服
务改革架构。

“今年3月，三亚市政府委托中

央商务区管理行使第一批市级审批
权限，涉及发改、住建等8个部门共
64项。”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审批
官杨阳介绍，64个审批项目集中到1
个窗口办理，实现一般事项一人极速
办结，重大事项两级极简办结，实现
了审批提速、建设提速、投产提速。

极简审批的意义不仅让企业
“少跑路”，对企业来说还有一笔可
观的经济账。据业内人士透露，一
个十几亿元的项目，如果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晚办理一天，其隐形成
本高达数十万元。

贴心服务 营商环境多创新

三亚中央商务区以新理念新规划新服务引来新项目新企业新产业

开放新高地集聚经济新动能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多举措引好才用好才

栽好梧桐树
引得凤来栖

走进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二楼办
公大厅，便能感受到一股朝气，这里的装
修风格和办公桌位布置，都更像一家创业
公司。

“管理局含领导班子成员共35人，工
作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1岁。”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组织人事部负责人郑娟璇介绍，
这个年轻的团队，是经精心筹划组建的。

园区管理局成立之初，仅有从全市抽调
的10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繁多的工
作任务，让引才成了当务之急。作为“法定
机构”的园区管理局，打破以往“铁饭碗”的
用人机制，把党管人才原则同市场化选聘企
业经营管理者相结合，探索新的人才机制，
选好人才，让人才尽显才能。

今年以来，园区管理局分批次面向全
球“揽才”，通过中英文双语形式发布全球
人才招聘公告，精准引进重点产业急需紧
缺人才。园区管理局产业一部工作人员王
舒就是通过全球人才招聘进入管理局工
作，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为研究生
学历的她还持有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职
业资格，符合海南省拔尖人才的认定标准。

“团队氛围非常好，人才培养机制健
全，选才用才机制灵活，这样的工作可以
体现出个人价值。”王舒说。

人才制度创新方面，园区管理局加强
规范人才服务管理，通过制定业绩考核、
薪酬管理、招聘录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充分发挥薪酬体系的激励作用。培训
育才方面，管理局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园
区重点企业到园区授课，对自贸港政策、
基础业务、管理能力、外语能力和团队建
设等方面内容开展集中培训。

园区管理局还积极推进人才保障房的
建设，积极协调和谋划保障性住房、人才公
寓、公租房的配套建设，目前以园区管理局
名义申请的多套人才住房，解决了人才住房
之忧。主动收集省、市人才服务相关政策，
提供配套政策咨询，为员工提供租房、购房
等衣食住行的咨询服务工作，及时办理社
保、公积金的转移及缴纳工作，全方位做好
人才服务保障工作。

此外，管理局还积极主动为园区企业
提供人才服务。主动收集省、市人才服务
相关政策，及时为航天数联、中交总部基
地和凤凰岛邮轮港发展公司等重点企业
提供相关人才配套政策咨询，帮助园区企
业吸引、留住人才。

“团队全部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
研究生占比33.3%，‘985’‘211’或‘双一
流’高校毕业人数占比50%。”郑娟璇还透
露，园区管理局正筹划搭建海内外人才沟
通合作平台，今后可以为入驻园区的企业
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人力资源服务。

（本版策划、撰稿/君琼 供图/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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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中央商务区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热心服务企业。

大悦环球中心、保利国际广场、中交海南总部基
地项目、太平金融产业港等 6个总部经济项目已开
工建设

今年上半年，园区新注册
企业达 144家，其中世界500强
企业注册的企业达9家

园区内极简审批，将工程建设全流程审批压缩在
57个工作日以内，具体审批事项最短 1天办结，最长3
天批复。截至目前，三亚中央商务区已受理并办理容
缺审批件5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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