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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央商务区以党建为引领，集聚优质产业

打造自贸港园区靓丽名片

2021年，三亚中
央商务区建设保持超
常规推进态势：新增入
园企业1446家，同比
增长99.17%；实现税
收 38.35 亿元，同比
增长 164.99%；实际
利用外资 2.53 亿美
元，占三亚全市实际使
用外资的56.22%；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27.08亿元，同比增
长54.6%。

作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重点园区之一，
三亚中央商务区以党
建为引领，超常规推进
项目建设，创新思路加
快招商引资，积极推动
建设旅游消费产业集
群、国际贸易产业集
群、财富管理产业集
群、文化商务产业集
群、游艇主题消费集
群，努力打造更具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现代服
务业集聚发展创新试
验区，努力成为海南自
贸港园区的靓丽名片。

坚持“项目为王”超常规推进建设

创新思路引进大企业大项目

制度集成创新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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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亚合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周玮到三亚中央商务区办理项目
临时施工板房许可等相关手续。他只提
交一张申请表、一份材料，很快就拿到三
项许可。按照以前常规流程，他至少需要
提交三张申请表、三套材料、跑三次以上
并且要等约20天才能拿到这三项许可。

这是三亚中央商务区优化营商环境
又一项创新举措。周玮拿到的是海南首
宗工程建设领域“主题式”场景综合许可
证。

三亚中央商务区审批处从企业发展
或项目建设需要的角度出发，主动进行表
单合并、事项整合，实现申请材料与审批
时间缩减90%、审批环节缩减80%、跑动
次数缩减100%。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成立以来，先
后承接省住建、资规、旅文等7个部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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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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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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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宋春丽说。

在省市多部门的支持指导下，三亚中
央商务区积极探索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制
度集成创新，多次得到省市相关部门肯定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报2021年11
个重点园区建设进展情况月报（第5期）
制度集成创新时，指出《三亚中央商务区
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管理办法》填补省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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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邮轮游艇产业制度
创新，助力首艘游艇入境免担保、首艘零
关税游艇在三亚率先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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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创建一流营商
环境考核报告（2021年年度考核）》，在非
国评单位中排名第一；2021年三亚市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考核被评为市级优秀单
位；2021年三亚市政务诚信状况监测评
价市直机关综合信用指数，排名第一。

中粮·三亚大悦中心作为省市“双重
点”项目，是截至目前三亚CBD规划面积
最大、投资总额最高、开工最早、建设进度
最快的项目。该项目一期总部商务集群日
前通过权威“第三方工程质量企业”交付预
评估检查，将于今年上半年交付，进一步丰
富三亚高端优质办公楼宇供给，增强优质
企业落地入驻吸引力。借力大悦城品牌影
响力，助力三亚CBD招商引资，截至目前，
中粮·三亚大悦中心项目一期已经吸引百
余家企业及个人投资者入驻。

项目建设加速跑，三亚中央商务区不
断刷新海南自贸港建设速度。

机械轰鸣声、敲击声交织成一曲建设
“交响乐”。日前，位于三亚CBD的中交海
南总部基地项目A地块施工现场，记者看
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我们实行满配资源、工序穿插施工，
同时严控施工质量，保质保量全速推进。”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A地块负责人张磊
介绍，项目自春节复工复产以来，200多名
建设者开足马力，以一周一层的建设速度，
朝着今年11月竣工的目标冲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三亚
中央商务区共出让土地34宗1001亩，占
规划可出让用地的 47%，主要用途为商
务金融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共引进中
粮、大唐、紫金、恒力等19家企业参与园
区建设。

截至2022年3月底，园区谋划500万
元以上项目88个，总投资约569亿元。从
建设阶段看，中粮·三亚大悦中心、保利国
际广场、太平金融产业港等在建项目28个，
总投资约420亿元。三亚中央公园、三亚
河口通道工程、凤凰岛桥头绿化工程等计
划新开工及谋划项目60个，总投资约149
亿元。2022年1-3月份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约25.9亿元（最终数据以统计局数据

为准）。
今年，三亚中央商务区将继续坚持

“项目为王”，推进投资拉动园区高标准建
设，加快推进以三亚河口通道、三亚中央
公园、三亚凤凰岛桥头绿化项目为代表的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以大悦城城市综合
体、紫金国际中心为代表的社会投资项目
建设，力争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任务。

可以预见，在不久将来，以三亚国
际游艇中心、公共游艇码头、游艇产业
创新服务中心项目为代表的南边海片
区将基本建成，以中粮大悦城综合体项
目为代表的东岸片区、以三亚国际金融
中心项目为代表的月川片区，及以大唐
海外、恒力国际、紫金矿业国际、珠海免
税等企业总部项目为代表的凤凰海岸
片区将拔地而起，将改变三亚主城区的
城市风貌和产业结构，成为三亚自贸港
建设标杆。

疫情挡不住奋斗者的脚步。4月 12
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招商团队在刚
刚完成三亚第七轮区域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工作后，立即与俄罗斯某大型企业集团进
行线上“云洽谈”，与该集团达成落地三亚
CBD初步意向。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园区管理局2020年成立以来，疫情
多次干扰三亚 CBD 原定招商工作和计
划，但园区招商各项工作依然有序进行，
招商团队精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现招商
机会，提出综合解决方案，保障企业项目
落地。

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市2022年第一
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4月10日在云端
举行，北京华品博睿等2个项目入驻三亚
CBD。北京华品博睿落地三亚中央商务
区，将设立海南华品博睿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作为集团三亚总部，项目定位为集团首
个京外实体运营的全资子公司、首个区域
结算中心、首个职业技能提升中心，助力三
亚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项
目1月28日落地三亚中央商务区，打造三
亚“文化商务区”，涵盖艺术品拍卖、展览展
示、保税仓储、交易、机构协会及相关配套
服务，未来将打造成为城市地标建筑，成为
三亚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展示窗
口之一。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加强招商队
伍建设，组建一支懂政策、精业务、会谈
判、多语种的国际化、专业化招商团队，
聚焦园区“4+2”产业体系，创新思路，开
展全球精准招商，充分利用参加消博会、
东博会、广交会、进博会四大展会契机，
举办园区专场推介会，扩大园区知名度，

吸引越来越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落户
园区。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
心、海南国际清算所、海南国际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海南
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等大平台落户，大唐海
外控股、紫金矿业国际总部、珠海免税等
企业总部项目落户，凯撒旅游、中旅集团
等重点企业落户，蓝梦邮轮、亚光科技等
邮轮游艇产业链落户，以嘉实财富、金鹰
基金、深创投为代表的财富管理机构落
户。

2020年新增入驻企业726家，2021年
新增入驻企业1446家，同比增长超90%。
截至2021年底，园区共有企业4853家（含
存量2681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下属
企业）50家，中国500强企业（下属企业）
56 家，上市公司48家，较2020年底分别
同比增长85.71%、05.88%、150%。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林诗婷

3月底4月初，疫情突袭。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
领导班子迅速行动、明确责任、分点到人，三亚CBD的70余
名党员、团员及工作人员迅速组成志愿者队伍，分赴临春社
区、卓达社区等片区，不舍昼夜为数万名市民群众核酸检测
保驾护航，充分展现三亚中央商务区党组织战斗力。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成立以来，不断创新基层党
组织建设思路，凝聚自贸港建设合力。

2021年7月，配套齐全、功能完善的三亚中央商务
区党群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设置党史学习教育、大厅展
会、艺术沙龙休闲、共享培训、视频专享、阅读休闲、健身
运动等功能区域，打造富有海南特色的临海宣誓台，助
力自贸港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

围绕“园区党旗红、企业发展强”党建工程，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理局党委积极打造区域化党建合作模式，与属地
辖区天涯区、吉阳区及园区企业、项目企业等建立党建联
席工作机制，成立三亚首个园区产业党建联盟——三亚中
央商务区邮轮游艇产业党建联盟，探索自贸港外资企业党
建新模式，成立三亚中央商务区首个外资企业联合党支
部，并先后与华侨城、凯撒旅业、五矿集团、中建二局、中建
八局等单位共建园区企业及项目党建示范点。

目前，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下属党支部6个，共
有党员157名；园区入驻企业共有党委11个、支部73个、党
员1553名，以“党建链”连接“产业链”，探索成立总部经济、
邮轮游艇、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等领域“产业链党建联盟”。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围绕高质
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聚焦园区“4+2”
现代产业体系，打造“4+N”产业链党建示范集群，努力
实现“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推
动园区党建和产业“双提升双促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扛起园区担当。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

党建引领凝聚自贸港建设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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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央商务区制度集成创新

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企业扶持办法》
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支持开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

交易的若干措施》
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支持用人单位引进人才十条措施》
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推进“主题式”场景审批改革实施

方案（试行）》
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临时建设管理办法》
印发邮轮游艇专项扶持政策，对于邮轮游艇公司落地及运

营、邮轮港升级改造、海洋文化赛事活动等多方面奖补均为海南首次
成立三亚首个园区产业党建联盟——三亚中央商务区邮

轮游艇产业党建联盟
探索外资企业党建新模式成立三亚中央商务区外资企业

联合党支部
《三亚中央商务区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管理办法》填补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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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首批代表性实践案例
完成海南省首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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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海南首宗工程建设领域“主题式”场景综合许可证

三亚中央商务区建设大平台

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
海南国际清算所
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
三亚国际游艇中心
三亚经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