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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
集聚，培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和产业，促进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
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
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为目的的特定区域。具体范围可以
根据开发建设情况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依
照有关程序适时调整并公布。
第三条 高新区的开发、建设、招
商、管理及相关活动，
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设立高
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管 委 会）。
管委会应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管
理制度规则，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建设
智慧园区。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管委会根据海口市人民政
府的授权，对高新区发展规划、开发建
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产业促进、对外
开放等经济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履行法
定的职责；协调国家、本省和海口市有关
部门设在高新区机构的工作。
高新区的社会管理事务由所在辖区
的区人民政府承担。
第六条 管委会应当建立灵活高效
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符合实际
的选人用人机制，实行任用与聘用相结
合的人事管理制度、体现工作绩效和分
级分类管理的工资薪酬制度和更加灵活
的人才交流制度。
对招商引资和专业岗位急需的高层
次管理人才、特殊人才可以实行特职特
聘、特岗特薪。
第七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可以授权
管委会依法对国家出资的企业履行出资
人的职责。

管委会可以组建开发运营公司，委
托其负责高新区的土地开发、招商引资、
产业投资等，参与高新区管理服务的组
织与实施。
支持开发运营公司通过上市融资、
发行债券、股权投资等方式开展资本运
作。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高新
区确有需求且能够承接的省级和市级管
理权限，应当依法下放或者委托给管委
会实施。
管委会应当制定科技创新、产业促
进、人才引进、市场准入、项目审批、财政
金融等高新区建设发展需要的管理权限
清单，并结合实际提出下放或者委托实
施需求。

第三章

要素保障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安排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耕地林地占补
平衡、能耗、排放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
高新区的发展需要。
第十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高
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纳入海口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海口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中为高新区建设和发展预留充分
的发展空间。
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编
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应当
将重点资源向高新区倾斜，支持高新区
的发展。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海口市人
民政府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
当考虑高新区用地需求，优先安排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用地，保障重点产业、重点
项目用地，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
地 ，依 法 依 规 利 用 集 体 经 营 性 建 设 用
地。在高新区内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采用
划拨或者协议出让方式供应科研用地。
支持高新区创新存量建设用地处置
方式，鼓励采用资产重组、租赁经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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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作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
第十二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可以授
权管委会负责高新区范围内土地的管理
和开发，但土地征收事项除外。
第十三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应当逐
步完善高新区财政预算管理和核算机
制，给予高新区充分的财政保障。
高新区预算由管委会编制，纳入海
口市人民政府预算，报海口市人民代表
大会审查批准，接受海口市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加大财政对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综
合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通
过资助、贷款贴息、奖励、基金等多种形
式，支持高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企业以及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第十五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及管委
会应当制定政策措施，支持金融机构为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融资和担保等金融服
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先为科技创
新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开发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等金融产品；引导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优先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创新
创业。
鼓励保险机构在高新区开发科技型
中小企业贷款履约保险、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金融产

品，为科技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支持。
高新区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引导创
投机构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引导科技
企业在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依托证
券交易所海南基地，支持科技企业直接
融资。

第四章

产业促进

第十六条 高新区应当按照国家
确定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重点发展现
代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等产业。
省人民政府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相关产业向高新区集聚，完善研
发、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创建一流的国家级
高新区。
第十七条 鼓励境内外企业在高新
区设立研发、生产、结算等区域总部，支
持建立贸易、物流等功能的营运中心。
第十八条 高新区应当围绕重点产
业建设公共科技研发平台、专业化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研究开发、
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
识产权、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提升
专业化服务能力，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体制机制，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推动形成产学研资投一体
化创新创业创投体系。

第十九条 支持高新区加快建设国
际离岸创新创业试验区，
引进境外科研机
构、科技企业、科技人员开展国际离岸创
新创业，
并给予外汇、
人才等政策支持。
鼓励境外科研组织、科技服务机构
在高新区内设立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
机构参与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
支持高新区各类单位在境外建立前
端孵化基地、离岸研发中心，聘请使用高
层次创新人才。
第二十条 支持境内外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高新区建
立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基地、职业培
训基地以及设立分支机构。
符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在承担政
府项目、引进和培养人才、申请建设用
地、投资融资服务等方面可以参照适用
科研事业单位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高新区应当支持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到高新区内创办科技企
业，支持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
展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和合办企业。鼓
励科技人员以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等无
形资产入股方式在高新区创办企业。
第二十二条 高新区应当强化创新
驱动，持续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构
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领军企业等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支持高新区探索具有竞争力的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和发展政策措施，持续扩
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提升研发能力，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第二十三条 支持高新区建设重大
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
化试点示范基地，建立完善生物医药产
业功能区，构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
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支持探索新药引进转化的扶持政策
及制度集成创新，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生
态，大力引进新药品种，促进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十四条 高新区应当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支持高新区实施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发展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实行包
容审慎的新兴产业市场准入和行业监管
模式。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海口市人民政府应当
统筹建设高新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
施，促进高新区交通、管网等与市政建设
接轨，完善科研、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
公共服务设施，
促进产城融合。
第二十六条 高新区应当根据企业
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需求，建设知识产权
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协作保护机制和快速维权机制，完善知
识产权服务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运
用、管理和服务创新发展。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其他组织及科
研人员进行自主创新，提升专利产出质
量和效率，建设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第二十七条 在高新区实施和深化
特别极简审批改革，完善“极简审批+企
业服务平台”等制度。在实施强制性标
准领域探索建立“标准制+承诺制”的投
资制度，创新管理服务方式，优化审批流
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二十八条 管委会依照有关规定
行使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认定和高层次人
才认定权限，具体评审认定办法由管委
会制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对在高新区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急
需紧缺人才以及其他特殊人才，海口市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科研、住房、
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二十九条 高新区应当加强高新
技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配
套制度。

第六章
第三十条
日起施行。

附

则

本条例自 2022 年 5 月 1

以更高水平制度创新促进
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加强海口国家高新
区的建设和管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
健康发展，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海
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以下
简称原《条例》）自 2013 年施行以来，对
保障和促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调整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政策
的落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海口
国家高新区在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
管理权限以及管理模式、服务效率、保障
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措施等方面
均需要调整，原《条例》的部分条款已不
符合相关规定和管理实际。为以立法形
式贯彻落实国家、省政府和海口市政府
出台的重点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园
区“放管服”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机制、推

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发展机制等
一系列改革举措，2022 年 3 月 25 日，海
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
易港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
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条例》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
精准有效衔接，将海口国家高新区的管
理体制、开发建设、产业发展、创新创业、
服务保障等内容法制化，以立法促进海
口国家高新区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
创新，建立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更加
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将为
海口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营
商环境和法治环境。
《条例》分为总则、管
理体制、要素保障、产业促进、服务管理、
附则等 6 章，
共 30 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结合重点园区新政，完善海口国
家高新区的管理体制。一是创新选人用

人机制，实行任用与聘用相结合的人事
管理制度、体现工作绩效和分级分类管
理的工资薪酬制度和更加灵活的人才交
流制度。对招商引资和专业岗位急需的
高层次管理人才、特殊人才实行特职特
聘、特岗特薪；二是组建开发运营公司，
委托开发运营公司负责高新区的土地开
发、招商引资、产业投资等，参与高新区
管理服务的组织与实施。支持开发运营
公司通过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股权投资
等方式开展资本运作；三是省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根据高新区确有需求且能够承接
的省级和市级管理权限，依法下放或者
委托给管委会实施。
二、结合园区发展需求，加强对海口
国家高新区的要素保障。一是省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在安排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耕地林地占补平衡、能耗、排放等方
面，充分考虑高新区的发展需要；二是省
人民政府和海口市人民政府要优先安排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用地，保障重点产业、
重点项目用地，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用地；三是海口市人民政府在编制中长
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将重点资源
向高新区倾斜，支持高新区的发展；四是
海口市人民政府授权管委会负责高新区
范围内土地的监督、管理和开发；五是逐
步完善高新区财政预算管理和核算机
制，加大财政对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
通过多种形式支持高新区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科技人员开展科技
创新活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六是
海口市人民政府及管委会鼓励金融机
构、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优先为科技
创新企业提供金融产品服务，支持科技
创新企业创新创业；七是高新区设立产

业引导基金，引导创投机构投资科技创
新型企业，引导科技企业在海南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同时，依托证券交易所海
南基地，支持科技企业直接融资。
三、结合产业发展政策，强化促进
产业发展配套举措。在明确高新区重
点发展现代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节 能 环 保 等 产 业 基 础 上 ，强 化 配 套 举
措：一是建设公共科技研发平台、专业
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推动形
成产学研资投一体化创新创业创投体
系 ；二 是 建 设 国 际 离 岸 创 新 创 业 试 验
区，引进境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科技
人员开展国际离岸创新创业；三是支持
境内外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在高新区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创
新创业基地和职业培训基地以及设立
分支机构；四是持续培育引进“专精特
新”企业，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等企业梯度培
育体系；五是支持探索新药引进转化的
扶持政策及制度集成创新，完善生物医
药产业生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六是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四、结合营商环境，建立健全海口国
家高新区服务管理机制。一是完善“极
简审批+企业服务平台”等制度，在实施
强制性标准领域建立“标准制+承诺制”
的投资制度，创新管理服务方式；二是建
设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
全知识产权协作保护机制和快速维权机
制，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三是授权管
委会依照有关规定行使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认定和高层次人才认定权限；四是加
强高新技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
重大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风险
防控配套制度。

广告·热线：
66810888
海 报 招 聘

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可查阅广告

典 当

看招聘信息

海口发行站

资讯
广场

大 海 融 媒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通知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白龙站 65379383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 1 万 m2，建面约 3.6 万 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1811766445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电话：
本公司章程规定，洋浦龙江华电实
业有限公司定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
上午 10 时 14 分在江西省南昌市
高新区艾溪湖三路一号召开股东
会议，议题：讨论本公司注销事宜，
望各位股东准时参加。联系人：刘 ●五指山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鸣，
电话：
15318963168。
司不慎遗失原法人代表郭仁欢私
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海瑞龙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急用钱-找银达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 23 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
办理房产、
汽车、
名表、
钻石、
黄金、
铂金、
股票、
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
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
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
电话：
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 亚 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

遗 失

出 售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东奈（东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东方市大洋渔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8841801，
声明作废。
●洋浦宏运兴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C6H67） 不 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洋浦龙江华电实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1061600091）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柚子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声明作废。
●海南合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
声明作废。

公 告

澄迈依爱花园小区 1 号楼 513 房李保岺、516 房李颖。2 号楼
306 房吴峰、409 房王朝旭、611 房范广玲、612 房范广华、615 房安乐
添。3 号楼 703 房卜宪琦、1218 房赵增磊、1311 房丁向东、1603 房余
剑、1605 房马芝梅。4 号楼 1210 房胡砚国、1308 房李凯。根据双方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您应向我司提供完税证明及其他办
证所需资料，以便我司为您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经我司多次书面

通知，
您至今仍未提供，
致使一直无法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为保障
您的合法权益，现我司再次向您发出催办通知：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司提供完税证明以及其他办证所需全部资料。否则，因您
未予以配合导致的逾期办证，
我司概不负责，
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和法律责任均由您自行承担。如有疑问请与我司办证部联系，
电话：
0898-66181159（冯学标）。特此公告！
海南智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3 日

关于申报登记以林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债权、债务的公告
关于以林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2020〕琼 96 刑初 164 号刑
事判决书、
〔2020〕琼刑终 183 号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
条及相关法律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请与本案中林宏、周安球、吴淑勇、吕书宝、邢锐、王升坤、云天
华、符强等人有债权债务往来的相关人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扫黑办进行登记确认债权债务，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据材

■■■■■

料,逾期不予以登记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文昌市涉黑涉恶案件财
产处置工作组不再接受登记，并将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林
宏、周安球、吴淑勇、吕书宝、邢锐、王升坤、云天华、符强等人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文昌市公安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通讯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307号文昌市公安局扫黑办
（邮编：
571300），
联系人：
朱警官、
符警官，
联系电话：
0898-63383952。
文昌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工作组(代)
2022 年 4 月 3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