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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19日电 （记
者周月光）项目建设前期涉及多个
评审环节，不同环节由不同部门来
组织，一个评审做下来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近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通过改革创新，将同一项目不
同审查环节合并，简化项目审查流
程，减少企业时间和经济成本，有
效提升项目前期推进工作，提升企
业办事满意度。

三亚中央公园作为三亚市重
点基础设施项目，在前期审批中，
要做初步设计和概算的评审与装
配式建筑实施方案的评审。按照
以往，两个评审的主管单位是不同
的部门，需要由这两个部门分别组
织评审。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重点园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先后承

接省市级15个职能部门94项审
批事权，全部归集到园区企业服务
中心，通过“集中、并联、协作”等方
式，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推行“一
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实现一站式
集中办理。

“初步设计和概算的评审以及
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评审事权都
已经下放到园区，12月6日，在同
一个场所和同一个时间，邀请多
个专业的专家参与项目评审，根
据评审结论完成项目合并批复。”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行政审批
处负责人宋春丽说，三亚中央公
园是园区首个将初步设计概算与
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合并评审
项目，这样不仅节省时间和费用，
更重要的是，大幅提升项目推进
的速度。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企业办事效率提升，工程项目建
设前期费用减少，审批效率提高。”园
区企业负责人不由感慨。今年以来，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标国际国内
先进城市，加快制度集成创新，加强信
用体系建设，争创一流营商环境，有力
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超常规发展。

优化审批流程
加快项目超常规建设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2020年
成立以来，先后承接省住建厅、资规
厅、旅文厅等7个部门27项审批事
权，市发改、资规、住建、综合执法、生
态环境、水务、人社、财政等8个部门

67项审批事权，统一归集到园区企业
服务中心，通过“集中、并联、协作”等
方式，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推行“一
枚印章管审批”改革，真正实现一站式
集中办理。

根据园区承接市发改、市住建等
部门审批事权，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围绕制度集成创新为抓手，2021
年 12月 6日，三亚中央公园作为首
个初步设计概算与装配式建筑专项
实施方案合并评审项目在三亚市组
织召开。园区通过将同一项目不同
审查环节合并，不仅简化项目审查
流程，减少企业时间和经济成本，有
效提升项目前期推进工作，提高企业
办事体验。

“在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背景下，三亚中央商务区作为全
省11个重点园区之一，在提高企业满
意度和体验感，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以
高效‘服务时间’助推工程项目建设，
从拿地到投产赢得‘建设时间’是我们
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行政审批处负责人宋春丽说。

制度集成创新
打造“商鹿通”综合商事

服务品牌

三亚中央商务区作为全省推广
“极简审批”的重点园区之一，具备加
快商事制度改革的先发优势。为贯彻
落实“放管服”改革，开启制度创新“试
验田”，园区围绕工程建设项目为引

领，打造“商鹿通”综合商事服务体系，
探索“审查师+审批官+商代表”服务
模式，以减少企业跑腿次数，减少工程
项目建设时间和经济成本，加快审批、
建设、投产“三提速”为目标，助力园区
项目建设跑出新速度。制定并印发
《三亚中央商务区企业服务事项清单》
《三亚中央商务区区域评估成果应用
管理办法》《三亚中央商务区房屋建筑
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6
项制度性文件，为园区项目审批改革
创新提供依据和支撑，夯实园区审批
服务基础。

宋春丽说，在制度集成创新方面，
在省市多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园区积极
探索创新，多次得到省市相关部门肯
定。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21年11
个重点园区建设进展情况月报（第5期）

制度集成创新方面，提出《三亚中央商
务区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管理办法》填
补了省内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管理的空
白；《三亚中央商务区“商鹿通”商事综
合服务制度》入选三亚“制度建设年”
行动首批10个代表性实践案例；三亚
国际游艇中心项目作为海南省首宗

“带设计方案”、三亚首宗“先租后让”
成交土地，创新土地供应模式。

三亚中央商务区审批服务不断改
革创新，企业入驻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平均办件用时由改革前的20天压缩
到现在的2天，审批效率提高90%；平
均单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长由原来
108个工作日减少至28个工作日以
内，工程项目平均减少直接费用500
万元以上。

（本报三亚12月19日电）

加快制度集成创新 打造“商鹿通”服务品牌

三亚中央商务区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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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流程合并评审环节

三亚中央商务区
多措并举加快项目建设

三亚中央商务区制度创新
获“五替两减三提速”改革红利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三亚中央商务区推广特
别极简审批，构建园区“商鹿通”综合服务体系，项
目建设获得“五替两减三提速”改革红利。

“两减”
一是大幅减少企业多部门来回跑现象，实

现“1套流程集中办理、1个窗口集中受理、1枚
印章并联审批、1个平台统筹管控、1支队伍集
中服务”的一站式行政事项审批服务体系

二是大幅减少企业办事“时间成本+财务
成本”，实现项目事前统筹部署、事中保障服
务、事后严格监管，平均单个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时长由原来的108个工作日减少至28个工
作日以内，平均为工程项目减少直接费用500
万元以上

“三提速”

一是审批提速，实行“限时一日办结制”
“一级审批制”和“闪批制”，具备合格审批条件
的项目1天即办，最长3天批复

二是建设提速，项目建设可一边办理相关
许可手续，一边抢抓建设窗口期推进前期工
作，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审批流程办理不出园
区，实现“拿地即开工”

三是投产提速，对项目全过程提前介入，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协调，5个工作日即
可完成项目竣工联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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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评”替代“单独评”

“一站审”替代“分散批”

“并联办”替代“串联办”

“承诺制”替代“申报制”

“园区帮”替代“企业忙”

海南首宗“带建筑设计”方案土地成交,三亚中央商务区实现“拿地即授证”。 三亚中央商务区供图

不断丰富乐东农业业态

乐东有山有海，自然条件优越，素有“天然
温室”“热作宝地”“绿色宝库”等美誉，发展农
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乐东以促进农业“三品”（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发展为总抓手，加快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坚持把发展特色
产业作为高效农业的主攻方向，以特色兴产
业，以优势促发展，加快建设高效农业特色产
业基地，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同时
突出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
智慧农业和观赏农业等多种农业业态，推动农
业与旅游、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引领现代农
业发展潮流。

海南尖峰岭三角梅大世界占地150余亩，
基地拥有286个三角梅品种，共有22.5万盆三
角梅，是一座集自然、人文、农艺、园林与生态
环境保护于一体，兼具度假休闲、观光游乐及
科研交流等功能的三角梅主题园区。

乐东花梨谷共享农庄是海南主题突出、特
色显著的一家共享农庄，农庄种植海南黄花梨
树120多万棵，最老树龄达16年，在这里，可以
品花梨茶、吃花梨鸡、住花梨屋、游花梨园、赏
花梨工艺品。

乐东农业品类齐全，但是在数字农业、农业
产业化方面一直没有突破。今年乐东把打造金
钱树产业作为示范，一方面建立金钱树数字交
易平台，把涉及物资采购交易的全链条环节上
线，通过平台进行监管服务；另一方面，数字化
平台的数字监控，实现了涉农环节的税务收缴，
同时，经上市公司中农网全程进行指导和协助，
也将培育出乐东首家涉农的规上企业。

加快农产品品种更新换代
乐东紧紧围绕热带农业资源优势，按照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早”的思路，优化
品种结构，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乐东除了有蜜
瓜、芒果等全国叫得响的产业外，又涌现出一

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目
前，乐东金钱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万亩，成为
亚洲最大金钱树种植基地，产品出口日本、韩
国、美国等国家；乐东毛豆种植面积8万多亩，
占全国冬春市场份额70%，年产值超过6亿
元；乐东火龙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全县种植
近6万亩，成为全省最大火龙果生产基地之一。

“乐东佛罗镇是全国最适宜种植金钱树的
地区，这里栽培的金钱树生长快、品质好、售价
高。”乐东普英洲花卉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香秦到很多地方种植金钱树，经过反复比较，
他认为乐东佛罗是最适合金钱树生长的，于是
在这里扎根，不断扩大金钱树生产规模。

在今年冬交会乐东展馆内，海南善水循环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澳洲淡水龙虾。

“这种龙虾原产自澳大利亚昆士兰，个头比普通
龙虾大，出肉多，肉质Q弹，鲜美，富含氨基酸，
市场售价是普通龙虾一倍以上，产品还供不应
求。”该公司负责人杨雷介绍说，公司充分利用
乐东良好的气候和光照优势，发展无公害生态
澳洲淡水龙虾养殖，目前年产量可达30万斤。

阳光玫瑰葡萄、无花果以及沃柑等农产品
是近几年在乐东成功驯化栽培的新品种，由于
品质佳，口感好，产品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除此之外，乐东新增榴莲8000亩，矮甜
椰2500亩，释迦果600亩，柚子1000亩。

贯彻渔业“三个走”发展理念
乐东拥有84.69公里长的海岸线，海洋渔业

资源丰富。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渔业转型现场
推进会上，会议提出海洋渔业发展要坚持“三个
走”转型方向，继续往岸上走，推进现代渔业园区
化，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要继续往深海走，推进
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深远海捕捞等产业发展，
发展“深蓝”经济；要继续往休闲渔业走，完善休
闲渔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方案，打造渔业新业态。

为落实国家及海南省渔港建设相关规划需
要，推动乐东县休闲渔业与一二产业融合发展，
乐东县对莺歌海一级渔港项目实施建设，对已
建成的莺歌海渔业加工区及配套码头工程进行
改扩建，使其达到一级渔港等级标准，项目总投
资2.29亿元，渔港设计卸港量6万吨/年。

乐东充分利用海洋资
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建设龙
栖湾海洋牧场示范场，扩大深海养殖面
积。培育具有乐东特色的优质南繁产品，推进对
虾、罗非鱼等一批水产种业南繁成果就地转化。

乐东龙栖湾海洋牧场分海域、陆域两块投
入，该产业集陆海统筹、陆海结合建设，估算该
海洋牧场年均总产出海产品约4000万斤。

“我们前期投放的试验网箱，经过实践对鱼
种的选定及其生长周期已获得相应的数据，为
深远海大型抗风浪养殖网箱及海上休闲渔业养
殖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造完工的海洋装
备也即将拖往使用海域实施作业，同时该项目
陆域配套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海南普
盛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乐东利国镇望楼港社区居民靠海谋生，
80%的劳动力从事海洋渔业生产。近年来，由
于近海资源匮乏，渔获量大为减少，渔民捕获
的大多都是卖不上价的小鱼小虾，居民收入每
况愈下。

在乐东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社区党
员干部带领当地渔民从传统捕捞业逐步转变
发展出渔业加工业、拓展休闲渔业，走上一条
别开生面的致富路。社区6名党员干部带头出
资建设厂房，购置设备，成立了“社区控股+党
员干部参股”的集体企业海南望楼港海产品实
业公司。社区居委会又引入“外脑”，与海南宏
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为望楼港海产品打造

“望楼港海产”品牌，产品实现了标准化，线上
线下共同发力拓宽市场。

做足渔文章，搞活渔文化，望楼港的产业
链在不断延伸。望楼港社区还盘活了社区闲
置小学场地和教室，办起了超市、渔家乐、归港
民宿，打造乐东县水产养殖和渔业旅游培训基
地，促进农旅融合。

“乐东未来将规划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区，
引导渔民上岸养殖，同时，给沿海渔民划出一
定的海域使用权，千方百计增加渔民收入。”乐
东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做强做大乐东蜜瓜、芒果等传统农业产业，不断丰富农业业态，贯彻渔业转型“三个走”发展理念

农业转型升级的乐东作为
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于12月16日—19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农业大县，乐东黎
族自治县组织了该县20多家本地龙头农
业企业参展，300多平方米的展馆展示了
金钱树、火龙果、沃柑、蜜瓜、芒果、尖峰红
茶、莺歌海老盐等30多种优质农产品。燕
窝火龙果、澳洲龙虾和玫瑰释迦等新奇特
农产品备受消费者关注，不少观展者前来
询问。

在冬交会乐东馆入口处，摆放着两个
海洋装备模型，格外醒目。据介绍，这是乐
东龙栖湾海洋牧场项目中的深远海大型抗
风浪养殖网箱及海上休闲渔业平台。该项
目为海南普盛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全面投资规模约50亿元。

“这种水果叫玫瑰释迦，是从台湾引进
的，2019年开始试种，今年才挂果，也是首
次带到冬交会现场展示，口感清甜，有淡淡
的玫瑰香味。”乐东乐光农场种植户韦任向
前来咨询的观展者介绍说。

一箱7个燕窝火龙果，总重量4斤出
头，一箱售价588元，这种水果在市场上还
供不应求，这就是近几年在乐东培育成功
的新品种——燕窝火龙果。

“这些新奇特农产品是在乐东试种或
试养成功的，目前产量和规模都不大，市场
供不应求，这次主要以展示为主。”乐东农业
农村局局长方志雄表示，乐东在做好传统农
产品品牌塑造的基础上，鼓励农业投资企业
充分利用乐东热带农业资源优势，培育新奇
特农产品，提升乐东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冬交会开幕当天，乐东县委、县政府有
关负责人一起到乐东展馆巡馆，与参展企
业、现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乐东农产
品新动态。

12月18日，2021年冬交会乐东农产品
供销对接专场暨订单签约仪式在乐东举行，
会议邀请了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代表团及全国部分农产品采购企业代表出
席，乐东县数十家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负责人参加。本次产销对接会是2021年中
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的重
要活动之一，也是乐东面向全球客商的一场
专场推介会。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采
购商企业代表与乐东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
心现场签订农产品预购协议，当天乐东总计
签约涉及金额36.5亿元。据不完全统计，
本届冬交会乐东线上线下订单累计总额达
46.15亿元。 （策划/撰稿 易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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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成片的大棚，一眼望不到边，里面栽种的乐东蜜瓜正一茬一茬成熟上市；千家镇的山坡上，有的芒果树正在开花，有的
已硕果累累；万冲、志仲、大安各镇的田洋里，播种不久的毛豆、豇豆苗长势喜人，广袤的乐东大地上，处处可见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冬交会乐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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