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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油服产业聚集地

中国咖啡第一镇带动当地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开展 CCUS 项目 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形成重点产业发展格局
海南澄迈塑造竞争新优势

一片放牛荒地，短短十多年可以
发生怎样的变化？位于海南省澄迈县
的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用一串数
据给出答案： 累计入园企业 12000 余
家；2020 年疫情之下，园区企业数量、
收入、税收均实现 100% 的增长；2021
年，园区收入近 2000 亿元（人民币，
下同），税收超过 100 亿元，同比增
长 164.6%……

海南众合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入园，该公司位列 2021 年海南民营
企业 100 强第 4 名。公司联合创始人张
轶说，受益于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的
虹吸效益以及各项制度创新，2019 年
公司和园区共建海南自贸港数字服务
产业基地为园区入驻企业服务，目前
有抖音、快手、小红书等 15 家企业平
台入驻基地，公司业务从 2019 年起快
速增长，2021 年的业务营收较上年增
长近 50%，占公司全国业务的一半。 

张轶说，园区为企业创造很好的
物理工作空间，带动更多优质企业入
驻，带动企业行业产业链发展，对企
业落地园区发展是个巨大吸引力。未
来公司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规划和
政策红利，积极拓展跨境服务业务。

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负责人郑世普说，基于海南自
贸港的发展前景，公司加快在海南布
局，2019 年 9 月入驻园区。企业在园
区有很多生态合作伙伴，可以做技术
联合创新。近年来，公司科研成果、
专利著作权稳步提升。

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总体规划
面积 15.58 平方公里，是海南自贸港
11 个重点园区之一。 据介绍，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园区定位数字贸
易策源地、数字金融创新地、中高端
人才聚集地。目前，包括国内行业头
部在内超过 12000 家企业入园；吸引
了一批来自牛津大学、MIT、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形成了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集聚；投
资百亿元建设了园区物理空间，实现
“在公园里工作，在生活中创新”的
愿景；投资 20 亿元建设了 iSchool 微
城未来学校，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澄迈紧邻海南省会海口，是海南重
点打造的海口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是澄迈加快产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澄迈已初
步形成“4+2+1”（现代物流业、数

字产业、低碳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热带高效农业、旅游业，油服产业）
的重点产业发展格局。 
     据澄迈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
目前，澄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成为该县首个营收破千亿、税收
破百亿的新兴产业。临港物流供应链
产业加速崛起，以京东、苏宁、新加
坡丰树集团等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产业
集群初具规模，澄迈金马物流中心被
列为海南七大物流园区之一。全县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22 家，排名全省
第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量质齐升，
“6+2”特色品牌农业（澄迈福橙、桥
头地瓜、福山咖啡、蜜柚、无核荔枝、
凤梨，茶油和妃子笑荔枝）种植面积
达到 17.16 万亩，无核荔枝、澄迈福
橙获双地理标志。澄迈油服基地已初
具规模，引进中海油码头后方陆域扩
建、海南莱佛士油田基地项目等 15
个项目落户，项目总投资超 40 亿元。

“十四五”期间，澄迈县加快布
局现代产业体系， 以数字科技、现
代服务、智能制造、农旅融合等产业
集群为重点，塑造竞争新优势。还将
加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
进重点产业集聚区和重点园区产业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重点产业
发展的承载力和支撑力。
 （文 / 尹海明 符宇群）

“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动工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占地 84 亩，预计年产值
1.5 亿元（人民币，下同）。”海南莱
佛士油田基地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德权近日对到访的记者说，目前基地
2 栋维保车间、3 栋生活拓展公寓楼已
完工，莱佛士油服中心总部大楼已封
顶，预计今年 6 月底一期项目完工投
入使用。

海南莱佛士油田基地运营有限公
司是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马村
港区内的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以
下简称油服基地）引进的企业之一。
一个以油气开发全产业链为核心的油
服基地，目前已在马村港初见雏形。 
马村港是海南“三港合一”的中心港
区，全国 25 个中心枢纽港之一，设
有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马村口
岸。 

张德权说，海南有着天然的区位
优势，油气产业具有后发市场潜力。
虽然基地项目还在建设期，但是油气
后勤保障企业的招商已陆续开展，目
前已有近 50 家油气保障相关配套企业
注册入驻海南莱佛士石油服务基地。

目前，澄迈正在加快培育油服
产业。澄迈已制定出台《澄迈县建

设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行动计划
（2018-2035 年）》。澄迈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2022 年将加快推进
油服基地一期工程及马村港三期多功
能码头建设。

截至目前，澄迈油服基地入驻相
关企业 31 家，引进中海油服海洋油气
勘探开发工程技术产业园、海油发展
（澄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海南生产
支持基地项目、海南莱佛士油田基地
等15个项目，累计签约金额超40亿元，
其中开工在建项目 6 个，竣工投产项
目 2 个。2021 年澄迈油服基地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2.3 亿元，油气相关
产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7.2 亿元。

“2022 年将加快推进油服基地项
目建设进度，积极引进贝克休斯、宝
鸡石油等相关产业项目，力争实现年
营收 70 亿元（含油气相关行业）。”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油气勘探
生产服务中心筹备组副组长赵一凯
说，下一步，将加快油服基地基础设
施建设，实行油气服务全产业链招商。
同时，成立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
地平台公司，集合多方资本及管理优
势，共同主导油服基地的开发、建设
和运营管理工作。 （文 / 符宇群）

位于海南澄迈的福山咖啡馆
不仅周末宾客盈门，平日里也是
熙熙攘攘。“以前这片地到处都
是荒草丛生，现在全国各地的游
客纷至沓来，咖啡起了很大的作
用。”“福山咖啡”第二代传人、
海南省咖啡行业协会会长徐世炳
说，福山咖啡不仅有浓重的乡土
情结，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
过多年的发展，福山咖啡早已深
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带动
当地农旅产业融合的发展。

咖啡在海南“落地”与“生
根”，与印尼华侨陈显彰密不可分。
1935 年，陈显彰从国外带回咖啡
种籽，在福山引种咖啡，海南从
此开始大规模种植咖啡。1978 年
后，福山镇当地人徐秀义率先恢
复咖啡种植加工，并申请注册“福
山”商标，成立澄迈县福山咖啡
联合公司，之后在福山水库旁办

“二氧化碳可以用做油气田的
‘助采剂’，将二氧化碳注入含油气
的地层内，不但可以将地层中的油气
驱替出来，提高油气产量，同时还能
将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这是我们正
在推进的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技术）项目。”中国石油南方勘探
福山油田工程技术处处长邓校国，近
日在海南澄迈福山油田花场油气处理
站内向记者介绍说。

邓校国说，截至目前，福山油田
CCUS 项目已累计封存二氧化碳超过
15 万吨，增加油气产量超过 1.3 万吨。

福山油田作为海南省唯一的在册
陆上油气田企业，主要从事油气勘探
开发、新能源和二氧化碳封存业务。

邓校国介绍，2017 年以来，福山油田
共投入 1.5 亿元人民币，开展了油藏
和气藏 CCUS 先导试验工程项目，形
成了完整的碳分离、利用与封存业务
链条。目前，福山油田二氧化碳年埋
存能力最大可达 20 万吨，相当于植树
近 180 万棵、12 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
一年。

澄迈地下的福山凹陷带是海南省
陆上面积最大和沉积岩分布最广、厚
度最大的地质单元，具有“富油富气，
碳封存容量大”特征，是海南进行二
氧化碳封存较为理想的场所。“海南
全省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约为 5000 万
吨，福山凹陷带可储存空间约为 20 亿
吨，按全省碳排放 20% 可捕捉计算，

可供海南使用 200 年。”邓校国说。
据了解，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是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战略定位之一。海
南坚持生态立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今年更是提出要争当“双碳”工
作优等生。

“到‘十四五’末，福山油田计
划达到年 30 万吨的 CCUS 能力，建
设 100 万吨碳封存示范基地，助推海
南绿色低碳发展。”邓校国介绍，除
了开展 CCUS 项目，福山油田目前已
开工建设地热能综合利用项目，该项
目是海南省内第一个利用地热制冷项
目，将对海南高效开发地热资源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
 （文 / 符宇群）

起了澄迈县第一家咖啡加工厂。
徐秀义过世后，其子徐世炳秉承

父亲夙愿，不断将福山咖啡产业发展壮
大，1986 年取得了福山咖啡注册地名
商标，1995 年取得注册服务商标，2010
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随着福山杯国际咖啡师
冠军赛等高端赛事接连在福山举办，
福山咖啡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福山也
先后荣获“中国咖啡第一镇”“海南
最美小镇”等称号。福山地区现有福
山咖啡馆、侯臣咖啡、森谷咖啡、古
色咖啡、敦隆山咖啡、红土地咖啡等
咖啡馆 30 多家，咖啡种植合作社 15
个，从事咖啡行业人数有近 1000 人。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澄迈福山咖
啡文化风情小镇的停车场里，停满各
地车牌的车辆。“福山咖啡老馆春节
假期一天卖出 7000 多杯咖啡。”徐
世炳介绍，“海南咖啡没有焦味和酸
味，苦味偏重，具有独特的风味。”

直至现在，福山咖啡依然坚持传
统的直火烘焙，也正是这份坚持，
成就了福山咖啡的独特口感。2017
年，福山咖啡焙炒技艺入选海南
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2018 年，徐世炳在老咖啡加
工厂的原址上新建了一座集生产、
研发、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福山咖
啡体验中心。游客在这里不仅能
观赏到咖啡制作的全过程，还能
了解世界各地咖啡豆品牌的发展
历史、加工工艺，独特的咖啡文
化体验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到访。

福山咖啡馆还依托本身优质
的咖啡师资源，成立了福山咖啡
职业学校，每年为澄迈县培养 100
余名咖啡师和人才。

在咖啡产业的带动下，咖啡
农旅融合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特
色。位于福山镇的保良古村，是
当地传统的咖啡种植区。返乡青
年王谋超等人利用福山特色咖啡
文化改造古村，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吸引不少游客体验。

“海南咖啡产业的发展需要
百花齐放，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
去做咖啡，共享咖啡产业发展的
红利。”在徐世炳看来，虽然海
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只有一万两千
亩左右，不具备产量规模优势，
但海南当地长久以来培养的本土
咖啡文化极具特色，通过结合海
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在乡村发展
旅游观光产业，可以进一步壮大
海南的咖啡产业。 （文 / 符宇群）

在海南澄迈举行的国际咖啡师冠军赛（资料图片）。� 尹海明 摄

航拍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 谭文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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