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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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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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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洋浦工
作的人会被分类为三
种：第一种人是上班
时间在洋浦，周末返
回海口；第二种人是
每天下班后或周末
回到儋州那大的家；
最后一种人是把家
安在洋浦的本地或外
地人。

这个分类方法，
道出了洋浦的尴尬：
作为我国首个由外商
成片开发、享受保税
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
区，经过近30年的开
发建设，尽管已成为
海南对外开放前沿和
实体经济重镇，但仍
存在生活配套设施不
足，教育、卫生、商业
等城市功能服务水平
不高等问题。

如何让更多人愿
意留在洋浦工作生
活？2019年6月，洋
浦工委管委会提出
用3年时间打一场教
育医疗卫生事业翻
身仗，同时围绕环新
英湾区域规划建设，
推动洋浦和儋州港
产城融合发展，打造
产业兴旺、环境优
美、宜居宜业的临港
滨海城市。

约50平方公里的新英湾形状像一颗“心
脏”，新英湾沿岸，红树林茂盛，滩涂湿地星罗棋
布，具有独特的海岸湿地和滩涂风光。据介绍，
环新英湾计划规划面积570多平方公里，把儋
州的白马井、中和、木棠、新州、峨蔓5个镇纳入
规划，远景计划形成“1个中央商务区、1个智造
组团、2个商业副中心、3个卫星镇”的空间结
构，预留后水湾港口用地，打造成海洋工程和大
宗商品仓储物流集散中心。也就是说，未来将
以洋浦为龙头，带动环新英湾地区发展，打造海
南发展第三极和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支点，成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功能平台。

同时，将洋浦的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逐
步疏散到外围的木棠镇，让洋浦腾出空间来发
展绿色石化和新材料、港航物流、商贸服务（国
际贸易）以及健康食品、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
保税维修再制造和新能源等核心产业，积极打
造三个千亿级、三个超百亿级和若干个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构成“3+3+N”产业体系。

目前，洋浦疏港高速、疏港铁路等主干道建
设已提上议程，小铲滩码头扩建、航道疏浚等正
在加快推进，石化新材料产业园的前期论证和
土地整理等相关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随着以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领衔的石化新材料院士
工作站在3月26日挂牌运行，洋浦的石化新材
料产业也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

据了解，洋浦打算实施一项名为“把自然引
到城市”的计划，将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后
进行净化处理，然后引到黎屋水库，再通过水库
引流到城市河道，形成良性循环的自然水系，并
围绕这些水系建设城市慢道，慢道两边进行绿
化，使之成为居民健身打卡、休闲散步的好去
处。如此一来，整个城市都将变得灵动起来。

种种大手笔的规划建设，最终的目的是实
现港大、产强、城优的目标。“未来的洋浦以及环
新英湾区域，将是一个交通不堵、空间不挤、房
价不高的‘三不’城市。”林光明说，如果能实现，
那么今后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留在洋浦。

(本报洋浦4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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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文化广场已建成

部分场馆已投入使用

3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洋浦管委会首席规划师林光明的
办公室时，他正跟团队讨论产业规
划布局。

林光明是去年底洋浦管委会
积极引进的高端国际人才之一，是
M&Y新加坡城市发展顾问中心执
行总监，中国住建部全国市长学院
客座教授、浙江省城市规划学会外
籍专家。2011年至2013年，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可持续城市中
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曾在新加坡
国家发展部工作并担任新加坡“规
划之父”刘太格博士的研究助理。

为做好洋浦港产城融合规划，
自到任以来，林光明先后参与环新
英湾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洋浦
产业布局规划、招商政策研究等专
题会议，如今经过一系列的基层调
研，他对环新英湾地区的空间规划
信心十足。

“洋浦有什么？我的理解是洋
浦有‘三加一’，‘三’是指有三张
牌，‘一’是指海南自贸港相关政
策。”林光明说，三张牌中，第一张
牌是港口，洋浦的港口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放眼全世界也是不可多
得，加上有国家将洋浦港打造成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政
策加持，港口是洋浦最大的一张
牌，也是海南自贸港的一张靓丽名
片；第二张牌是洋浦有良好的工业
基础，这个工业基础包含工业技
术、工业设施、专业人才、财政收入
等，为今后的产业转型升级打下非
常好的基础；第三张牌是德国比勒
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独立办学，这
是国内首个由境外大学独立办学
的项目，未来可以围绕该大学发展
相关新产业，为洋浦乃至全国培养
优秀的技能型人才。

“如果把三张牌比作一间三角
玻璃屋，那么透过屋顶照射到屋内
的阳光好比是自贸港政策。”林光
明说，海南自贸港是对标世界最高
水平的开放形态，自贸港政策加上
优越的港口条件，可以让洋浦参与
全球资源配置，成为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交汇点和面向印度洋、太
平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据了解，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洋浦的5项独
有政策和3项省委省政府推动在洋
浦先行先试的政策中，“中国洋浦
港”船籍港、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
加注保税油、保税港区“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国内
建造从事国际运输船舶出口退税、
离岸贸易结算便利化、境外高校独
立办学、启运港退税等7项政策已
经落地；境外投资便利化政策正在
推进当中。

“洋浦未来要做到港大、产强、
城优。”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用六
个字概括了洋浦未来的定位，他同
时指出，要形成“以港促产、以产促
城、港产城相融”的发展格局，高质
量打造港产城融合示范区。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洋浦经历了“建港”
和“建产”的阶段，从2021年起，洋浦将全面进
入“建城”阶段。

港产城融合发展成功的标志之一是没有
出现潮汐式的交通，即早晚上下班时间从A点
到B点之间，不会出现交通拥堵。

“现在洋浦已具备了很好的港产城融合发展
的条件，比如交通，毗邻西环高铁、西线高速，未
来还谋划建设疏港高速和疏港铁路，加上洋浦港
口和未来将规划建设的儋州机场，洋浦将拥有完
善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为港产城融合发展打
下良好基础。”洋浦规划局局长何彬高说。

为了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近两年来洋浦
加大了城市功能配套设施的投入。据洋浦社
会发展局副局长关键介绍，近两年来，洋浦对
教育投入只增不减，2020年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支出4.47亿元，比2019年增加1.995
亿元；建成红黄蓝国际幼儿园，与武汉外国语
学校合办的12年一贯制的洋浦外国语学校正
在加快建设，今年秋季开学；德国比勒费尔德
应用科技大学项目正在推进。为了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商业配套项目已落地，

滨海文化广场已建成，部分场馆已投入使用；
国际航运中心大厦、保利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城市会客厅等多个地标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

同时，洋浦的港产城融合要取得良好成
效，须围绕环新英湾区域做文章。为此，省委
省政府要求洋浦和儋州市坚持“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做好环新英湾地区空间发展规
划编制，促进环新英湾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实现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等均等
化服务，一体化发展。目前该规划总体方案仍
在完善中。

“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做法，做好环新
英湾空间规划，打造第四代城市。”林光明介
绍，第四代城市是数字城市，如果按传统的规
划建设环新英湾，会落后于其他城市，但是做
数字城市，就有机会赶超。因此在规划时应先
将数字化的城市框架搭好，未来校园、交通、港
口、城市管理和规划都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
施。“以现有的技术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
的。”林光明说。

2020年——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4.47亿元

比2019年

增加1.995亿元

C
新加坡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自

由贸易港之一，其港产城融合也是比
较成功的。林光明介绍，新加坡的港
产城融合有三个成功因素。

1.组团式发展
由于中央商务区出现功能饱和交

通拥堵现象，从1991年开始，新加坡将
一部分商务及非核心的功能从中心区
疏散到全岛各个地方，形成东部、西
部、北部和中部4个区域中心，相当于
全国550万人比较均衡地分散到区域
中心，每个区域都建设有完善的商业、
教育、医疗、交通等配套设施；

2.职住平衡
新加坡在规划产业时，除了将重

工业集中在西部裕廊镇外，低污染的
轻工业则分布在各卫星镇的边缘地
带，目的是让工作地点尽量靠近家门
口，居民可以选择离家近的企业上
班，减少长距离通勤需求；

3.社区规划合理
除了居住功能外，每个社区 400

米范围内都建有商业、社区医院、私
人诊所、菜市场、食阁（类似于社区食
堂）、公园、体育馆等服务设施，满足
居民的日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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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紧缺的是什么 产业布局不平衡，发展空间预留不足

围绕新英湾做文章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搭建第四代城市框架

实现港大产强城优
打造海南发展第三极和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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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的地图来看，目前，洋浦的区位
和交通并不占优势，缺少市场和腹地。”林光
明说，洋浦好比一个核桃，经过近30年的发
展，内部已累积了相当的力量，但打破坚硬的

“外壳”，光靠洋浦自身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借
助外力。

过去，洋浦只是一个靠海的小镇，交通落
后，信息闭塞。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央批准
设立经济开发区，一批批洋浦建设者涌入，用
辛勤的汗水把洋浦从一个落后的小镇建设成
海南的工业重镇，也把洋浦原本坚硬的“外壳”
打破了一大半。

从产业来看，洋浦目前的产业布局仍不平
衡，工业中石化产业占比较高，石化产业链条也
有待完善，外资、外贸比重低。国际上经济发达
的城市，比如新加坡，其进出口贸易额约为地区
GDP的3倍。而洋浦2020年的GDP是279.6
亿元，其进出口贸易额只有342.4亿元。“产业结
构较为单一，经济总量小，导致洋浦经济发展动

力不足。”洋浦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赵洋明说。
根据洋浦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洋浦每平方

公里所产出的GDP为2.43亿元，这个地均产
值在国内是较高的。对比国内发达的城市，苏
州每平方公里GDP产出是2.22亿元，北京为
2.16 亿元。到 2025年，洋浦GDP预计达到
690亿元，地均GDP将超6亿元，在国家级开
发区中，属于中上游水平。

“洋浦的面积为114.7平方公里，但地均产
值比苏州、北京还要高，这也从侧面说明，洋浦
已出现发展空间预留不足的问题。”林光明说。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示范区，洋浦每
个月都有项目签约落地，这其中就有100万吨
乙烯、150万吨特种油、250万吨PTA二期、17
万吨热塑性弹体等乙烯下游产业链的项目，未
来还将有“中国食谷”大健康产业、高端智造产
业、新能源产业等项目落地，以洋浦现有的规
划面积，显然难以支撑。因此，洋浦需要未雨
绸缪，为未来发展腾出空间。

港:航拍洋浦小铲滩码头。

产:位于洋浦的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夜景。

城:夜幕下的洋浦经济开发区灯火璀璨。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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