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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
南繁公共试验基地，稻浪翻滚，生机
盎然。

今年，三亚大力推广“育种＋水
稻＋绿肥”“瓜菜＋制种＋绿肥”“瓜
菜＋水稻＋绿肥（水稻）”“瓜菜＋瓜
菜＋水稻（绿肥）”农业轮作模式，实
现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科研保障三
不误。

三亚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在崖州区“育种+水稻+绿肥”
轮作模式推广面积达5870余亩，“瓜
菜+水稻+绿肥”轮作模式推广面积约
2.5 万亩，综合效益预计同比增产
4003吨，增加产值1500余万元。

这是三亚创新利用崖州区南繁
科研成果聚集优势和溢出效应，进一
步优化三亚农业种植结构，努力实现
粮食增产提质、耕地持续改良，让百
姓实现钱粮双丰收的生动范例。

三亚是海南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三极一带一区”的重要一极，是“大
三亚”经济圈的“领头羊”，在全省改
革开放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和作用。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
提出，做优做精三亚经济圈，打造国
际旅游胜地、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
三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月18日，三亚经济圈发展要素
保障座谈会召开。根据《三亚经济
圈协调发展规划初步思路》报告，三
亚经济圈各市县将围绕四大主导产
业，全面摸清发展底数，科学规划南
繁科技、深海科技、现代金融等产业
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区域优质
旅游资源，提速旅游一体化建设。

近年来，三亚充分加快完善协调
机制，持续深化交通互联、旅游协同、
资源共享，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2021年，三亚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占三亚经济圈
的64%、75%、83%、71%。

接下来，三亚将全面落实省第八
次党代会的部署和要求，坚持“1348”
战略框架不动摇，特别是对标“当好
转型发展的示范，打造国际旅游胜地
和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要求，聚焦

“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实施
“三大工程”“三个行动”，全力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
热带滨海城市，着力打造改革开放发
展标杆、国际旅游消费标杆、南繁深
海科创标杆、生态文明标杆、社会治
理标杆、民生幸福标杆，着力打造开
放三亚、创新三亚、绿色三亚、诚信三
亚、幸福三亚、清廉三亚，为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扛起三亚担当。

（撰文/惠玲）

近段时间，三亚有
两条信息备受关注——

一是据三亚海关
日前统计，离岛免税新
政实施2年来，三亚离
岛免税销售金额 666
亿元，件数1.2亿件，购
物旅客人数超 730 万
人次。

二是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自2019年启动
建设以来，引进了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
一流高校11所，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科院、中
国热科院等17所科研
院所机构入驻。累计
注册企业7043家，其
中，已在园区注册或开
展业务的包括招商局
集团等龙头企业在内
的央企（包含控股子公
司）21家、世界500强
企业（包含控股子公
司）15家。

前者彰显出三亚
用足用好离岛免税购
物新政策，积极推动
政策落地见效，大力
提升旅游消费吸引
力，为游客带来实惠
的同时，也激发了三
亚消费潜力，助力经
济转型，成为拉动三
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后者则体
现了三亚破除产业结
构单一，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2018年4月13日
以来，特别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三亚坚
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越
来越坚定，加快建设
现代化热带滨海城
市，在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打
头阵、当先锋、作贡
献，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显著成就。

在三亚中央商务区放眼远眺，碧
海蓝天，一艘艘游艇“排队出海”。
目光转向三亚中央商务区东岸单
元、月川单元、凤凰海岸单元及海罗
四个单元，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工
人挥汗如雨，处处生机勃勃，产业集
聚态势逐步显现。三亚中央商务区
正成为三亚重塑城市空间、寻求新
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支撑。

三年多的时间能给一片土地带
来多大变化？茅草地变建筑工地，市
场主体大幅增长，科研院所和人才在
此聚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楼破土
而出、新路建成通车……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
究院院长彭军看来，现在做农业的人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来过崖州湾科
技城。

近年来，三亚抢抓海南自贸港
建设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调
优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奋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
新路子。

看结构，三亚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

三亚坚决破除“房地产依赖症”，
房地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从 2017 年的 64.4%下降至 2021 年
的48.1%，三亚全市旅游总收入五年
年均增长14.3%，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增加
值年均分别增长 11.4%、4.9%和
7.3%，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7.2% 、5.5% 和
16.5%。

看趋势，三亚发展活力不断增
强——

三亚全力落实自由贸易港政策
早期安排，率先落地营运用交通工具
及游艇“零关税”和自驾游进境游艇
免担保等政策，离岛免税新政和“两

个15%所得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占全省销售额的
七成以上。三亚去年全市外贸进出
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比2016年分
别增长4.6倍和1.2倍。

看潜力，三亚创新动能持续迸
发——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中国
农业科学院南繁育种研究中心挂
牌，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成立，国
家（三亚）隔检中心完成主体施工，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初步建成并
试运行，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海
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等项目完
工，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获批建设。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
斗者”号等一批重大深海科研成果
先后落地，国家化合物样品库三亚
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深海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
等项目有序推进。

抢抓新机遇 调优结构积蓄发展新动能

7月1日，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免
费开放首日，接待游客量由淡季的
600人次突破2000人次。三亚景区
告别门票经济，迎来客流的快速攀
升，转型的一次突围让旅游市场迎来
一波小热潮，这是三亚消费市场正在
加速复苏、消费潜力逐步释放的一个
缩影。

旅游业作为三亚的传统优势产
业，不断释放新魅力，提质升级迈向
高质量发展之路，交出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五年接待过夜游客9941.6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14.27%，对
全省旅游总收入贡献率达48.7%。

亮眼成绩令人鼓舞，但是三亚也
清醒地认识到，产业转型升级，不是
简单的“加减法”，而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赛跑中，三亚做强长
板，补齐短板，积极拥抱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构建新体系、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海南九圣禾农业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入驻三亚崖州湾南繁科
技城仪式举行，南繁会客厅正式交付
给研究院。

“来对了！”提及公司进驻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以来的感受，海南九圣禾
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雪飞不禁感慨，海南自贸港建设在税
收减免、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方面的政
策红利，以及园区提供周到、细心的
服务，让企业更加坚定投身于海南自
贸港建设。

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各类人才
选择将三亚作为新发展的腾飞地、圆
梦舞台。2018年4月13日以来，三
亚新增直接招商引资注册企业4600
余家，新增备案外资企业640余家，
新增人才落户4万多人，其中高层次

人才4300余人。
布局“新赛道”，蕴含着新的可

能。如何把握新机遇？3月15日，三
亚吹响了深入实施创新能力提升、产
业培优提升、民生建设提升“三大工
程”的冲锋号。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在

“三大工程”中被“置顶”，释放了三亚
坚定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信号。

三亚市创新能力提升工程进一
步明确了要实施创新能力提升“七大
任务”，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三亚
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创新能力提升
工程聚焦科技创新，三亚力争到2024
年，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达到400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0家，国
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数量达到3个，推
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
建设、重点产业技术攻关、科技制度
改革创新、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区域
科技创新布局实现“六突破”。

构建新体系 驶入全面创新新赛道

融入新格局 锚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B

C

从三亚湾俯瞰三亚城市面貌从三亚湾俯瞰三亚城市面貌。。丰收丰收 摄摄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科研人员在选育培养的水稻
植株。 王将就 摄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武昊 摄

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动感飞艇。武
昊

摄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亚
打
造
海
南
自
贸
港
建
设
新
标
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