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增添离岛免税购物业态
加快滨海旅游现代服务业建设

万宁兴隆咖啡老品牌里的新味道

万宁加快招商引资 聚焦主导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万宁黎家小渔村踏浪迎潮新生活

【侨报讯】中国王府井集团近
日被国家获准在海南万宁经营离岛
免税购物业务。王府井国际免税港
计划 2023 年 1 月开业。该免税港
的落地，实现了万宁免税业务“零
突破”，标志着万宁旅游消费产业
增添重要一项内容。

近年来，万宁突出滨海城市功
能定位，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
打造“旅游 + 体育 + 音乐 + 消费”
融合 IP 与东部滨海“不夜湾”，
构建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体育旅
游消费、新型工业、海洋经济为主
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冲浪胜地”到进军“免税
赛道”，从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城到
如今入选各大旅游平台的“热门旅
游目的地”榜单，万宁深挖自然和
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推进旅游
产业深度融合。

随着万宁石梅湾、日月湾以及
山钦湾等一众海湾的崛起，以滨海
观光 + 运动体验为主的自由行渐渐
成为万宁旅游的主力军，其中以日
月湾冲浪最为典型。据了解，当前
万宁共有 50 家冲浪俱乐部，其中
日月湾近 30 家。2010 年日月湾年
接待冲浪旅游人数不足3000人次，
2021 年却达到了 50 万人次。

对标自贸港发展，万宁着力改
善营商环境。在海南省率先实现“一

枚印章管审批、一类部门管市场、
一支队伍管执法”，开展“审监法”
系统试点改革，推行“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精简审批环节，推行
帮办代办、24 小时自助办等服务机
制，1312 项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准入即准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改革等走在海南省乃至中国前列。

万宁市政府今年初提出，围绕
产业发展全链条和企业发展全生命
周期，实施最低市场准入、最简权
力清单、最优审批服务、最有效监
管改革。继续深化“证照分离”、“信
用 + 免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推进政务服务“零跑动”，
实施“准入即准营”“一业一证”、
“多证合一”等制度创新，加快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近五年来，结合万宁优势资源
和在自贸港建设中的发展定位，万
宁科学谋划重点产业集群，经济总
量不断迈出新步伐，四个百亿级产
业、八大产业链、八个产业园区已
具雏形。万宁，一座美丽的滨海城
市正在走向世界。

万宁市委书记盖文启表示，万
宁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区位、人文
优势，更有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
激情担当的管理队伍。万宁努力打
造美丽滨海城市，为推动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出贡献。� 琼芬 / 文

【侨报讯】在海南省万宁市南
桥镇苗村新坡村，近来悄然新开了
一间兴隆咖啡馆。约 200 平方米的
咖啡馆，售卖兴隆咖啡以及兴隆南
洋风味小吃。游客在这里不但可欣
赏乡村风光，还可看到苗家老物件，
包括祈求风调雨顺的盘皇鼓、苗族
人用来收割山兰稻的剪子等，充满
传统乡土气息。

这是万宁第一家开进农村的咖
啡馆。南桥毗邻兴隆，深受咖啡文
化的影响。张庆文 2016 年到兴隆
投资创建吉纳客兴隆咖啡品牌，目
前开设 9 家咖啡馆。他还和农户合
作种植 300 亩咖啡，计划在新坡村
打造农旅结合的咖啡庄园。

在万宁兴隆，当地人对咖啡有
着独特的情感。上世纪 50 年代起，
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来到
兴隆华侨农场，带来了咖啡种植技
术、制作冲泡技术以及喝咖啡的习
惯。在兴隆这个三万多人口的小镇，
拥有超过两百家装修风格迥异的咖
啡馆。咖啡醇香浸润了兴隆人半个
多世纪的生活。

看好兴隆咖啡产业，有留学经
历和咖啡生豆贸易经验的“90 后”
王天巳 2019 年在海南创建咖啡新
品牌“小洋侨”。不到三年时间，
迅速成长为兴隆咖啡新生代代表，
打造出了兴隆咖啡新的玩法。

“除露营基础配套外，我们还
在营地设有桨板、骑行、户外剧本
杀等配套产品，举办咖啡分享会等
活动。”海南小洋侨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葛家扬说，融入兴隆咖啡
文化有助于帐篷营地的可持续发
展。“自去年 11 月营业以来，节
假日周末基本满房。”

不仅如此，小洋侨还将咖啡、
研学、康养和文创结合，利用热带
雨林和咖啡资源，开设侨乡记忆、

【侨报讯】项目计划总投资
230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中国
首个百万千瓦级漂浮式海上风电试
验项目近日正式签约落地海南万
宁。据悉，项目建成后将为推进海
南全省清洁能源岛建设和全岛电网
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万宁聚焦主导产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招商引资和
储备谋划包装项目，目前已集中签
约、开工多个重点项目，项目涉及
冷链物流、特色高效农业、绿色环
保、文旅领域等，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进一步完善万宁产业链条、丰富
产业形态、提升产业层次，为万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增添新活力。未来五年是海南推进
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五年，也是万宁
市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今年万宁
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十四五”

时期，万宁将全力打造热带高效农
业、旅游 + 产业、新型工业、海洋
经济四个百亿级产业链群，支持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齐头并进，实现三产互补融合发展。

据了解，2022 年，万宁市固定
资产项目 223 个，计划投资 145.5
亿元，增长率 10%。万宁市发改委
主任冯礼森介绍，万宁将以加快复
工复产打牢经济恢复重振的基础，
从供需两侧、助企纾困、优化营商
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等多方面促进
经济恢复提振。

当前，聚焦海南四大主导产业
项目以及五网基础设施项目、民生
公共服务项目，万宁市 2022 年至
2025 年共谋划了 197 个项目。冯礼
森表示，一方面，抓好续建项目建
设。紧盯体量大的乌场一级渔港项
目、大茂山柚园项目、中海神州半
岛项目、华润石梅湾项目、正大万

宁兴隆咖啡城项目、大唐万宁和山
70MW 农业光伏储能电站项目等重
大项目建设，加快项目投资进度。
另一方面，推动新开工项目开工。
促进海上风电项目、礼纪光伏发电
厂项目、龙滚镇 100MW 农光互补
项目、万宁槟榔城海怪咖啡厂项目
等 43 个项目尽快落地开工。

万宁市招商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将继续完善招商引资产业
扶持政策、重大项目推动机制、要
素保障机制、区域合作体制等，围
绕万宁市八大产业链、新型城镇
化、公共服务等领域谋划一批重点
项目，着力引入行业影响力大、综
合实力雄厚的行业头部企业进入万
宁，培育及构建与万宁现代产业体
系相适应、相符合的支撑项目，力
争 2026 年底引进投资 1 亿元以上
重点产业项目 50 个，落户世界 500
企业 3 家以上。� 琼芬 / 文

【侨报讯】随处可见的冲浪元
素、各具特色的清新民宿、布置精
致的餐吧酒吧……走进海南省万宁
市日月湾附近的礼纪镇田新村，时
尚青春的活力气息扑面而来。这个
过去名不见经传的黎族小村庄，凭
借着越来越火的冲浪运动，田新村
与日月湾一道成为万宁的“打卡
地”，同时成为最先受益于万宁市
“体育旅游 +”发展的村庄。

万宁日月湾是知名“冲浪胜
地”，沙滩洁白松软细柔，海水湛
蓝清澈，海浪绵长且极其有力，吸
引不少慕名而来的游人。近年来，
万宁日月湾冲浪产业蓬勃发展，冲
浪产业也被万宁列为八大产业链之
一，截至目前，万宁日月湾已经形
成中国最大的冲浪俱乐部集群，多
个国际、国内大型冲浪赛事在此举
办，初步形成冲浪品牌效益和产业
链。

随着新潮“浪人”们的不断涌
入，当地村民紧抓机遇，开起了冲
浪俱乐部、餐饮店、服装店、特色
民宿等，依靠民宿和饭店的发展令
当地村民获得了不少就业机会，
2021 年，田新村仅是村集体经济收
入就有 65 万元（人民币，下同），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9000 多元。

“过去海边捕鱼、种农田是田
新村黎家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
不少村民因此外出务工改善生活。”
田新村党支部书记陈真国说，近几
年来，返乡就业的村民越来越多，
特别是田新村黄莹莹在 2021 年第
十四届全运会上斩获史上首枚金牌
后，外来人员也纷纷过来寻找创业
机会。“村民光是做冲浪教练，每
个月最低收入也有 1 万元，还可以
做点其他零售生意。”

田新村村民黄文育曾经在外务
工多年。2015 年，他返回家乡决心
学冲浪，2016 年拿到了海南冲浪公
开赛的新人冠军，在日月湾一家俱
乐部当教练。2020 年，黄文育运用

自身冲浪技术特长开始创业办起一
家俱乐部。“节假日一天要接待几
十名游客，基本忙不过来。”黄文
育说，目前俱乐部共有 8 名教练，
未来还会考虑扩大经营规模。

“如今村里冲浪氛围这么好，
我想为来这里的游客提供一个休闲
的地方。”林天堂是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他率先将家里自建的二层小
楼出租给别人发展民宿，每年仅是
租房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最近林
天堂忙着在自家小花园里打造一个
咖啡书屋，预计今年年底就可对外
营业，“过几年积攒经验以后，我
也打算自己开民宿。”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进入，
田新村村貌焕然一新。陈真国介绍，
目前田新村有 26 家民宿，还有 2
家正在装修，10 多家餐饮店，30
多家冲浪俱乐部。原本对冲浪一无
所知的村民，纷纷主动接触学习，
现在村里有 58 名村民担任冲浪教
练，还有村民进入中国国家冲浪队
训练。

“村里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以
后，环境整治、交通安全、社会治
安等问题随之而来。”陈真国说，
目前田新村正在考虑成立民宿协
会，规范村庄的长远发展。同时引
进企业合作打造帐篷营地和田园观
光发展项目，每年村集体能有 60
万元保底分红。

“冲浪”名片愈加响亮以后，
村民开始琢磨发展冲浪配套产业。
林天堂说，他计划利用冲浪运动带
来的人气，在村里开一家浆板俱乐
部，让每一位游客玩得尽兴。

“田新村的变化有目共睹，希
望政府能继续引进新项目丰富业
态，吸引更多人参与冲浪运动。”
在黄文育看来，冲浪运动让村子充
满年轻的活力和开放的气息，如能
持续挖掘好冲浪文化拓展游客消费
体验，田新村的未来可期。
� 符宇群 / 文

▲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且有力，吸引冲浪爱好者。� 骆云飞 / 摄

▲游客在万宁小洋侨旅游度假区帐篷营地感受体验咖啡文化。
� 小洋侨供图

▲航拍位于海南万宁的滨海旅游公路。� 骆云飞 / 摄

咖啡科普、热带动植物科普等研学
课程，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咖啡乐园。

“我们不断推出更适应年轻人
口感的新品咖啡。”葛家扬说，去年，
小洋侨创新推出了“户外便携纸咖”
产品，只需撕开咖啡包装，加上适
量水，便可挂在脖子上随时享用。
在冲浪运动氛围浓厚的万宁，咖啡
与冲浪的结合，深受“浪人”喜爱。

与小洋侨咖啡的“洋气”不同，
由泰国正大集团与万宁市政府共同
打造的“兴隆咖啡·正大产业园”
是集咖啡加工与工业旅游为一体的
现代化产业园。全新的咖啡文化生
活方式吸引不少咖啡爱好者前去观
赏游玩。

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金龙介绍，
产业园的前身为兴隆华侨农场咖啡
厂。历时两年，兴隆咖啡正大产业
园完成现代化升级改造投产使用。
“在场馆内，游客可以了解兴隆咖

啡文化及产业园发展历史，品尝咖
啡，并通过咖啡体验活动陪伴孩子
进行亲子游戏等。”赵金龙说，目
前正大咖啡小镇正在建设中，计划
为游客提供一个涵盖吃住行游购娱
的休闲去处，打造海南咖啡工业旅
游新标杆。

当前，万宁市政府把兴隆咖啡
作为全市八大产业之一重点打造，
打造“咖啡种植 + 电商 + 咖啡农
庄 + 咖啡文化 + 咖啡旅游 + 加工”
的全产业链模式，促进咖啡产业的
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次擦亮“兴隆
咖啡”品牌。

“在万宁，来兴隆喝一杯咖啡
是旅游‘标配’，却少有人去仔细
探究兴隆咖啡文化。”从小就深受
兴隆咖啡文化影响的陈小惠说，近
年来，“咖啡 + 休闲旅游”在兴隆
逐渐兴起，勾起游客探究咖啡文化
的兴致，为万宁旅游增添了文化元
素。� 符宇群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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