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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三月的博鳌小镇，即将迎来全世界的目光。
从 2001 年成立，2002 年举办首届年会，16 岁豆蔻年华，博鳌亚洲论坛从“蹒跚学
步”到“步伐矫健”，已然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公共外交平台，成长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平
台。16 年来，乘着博鳌亚洲论坛的“东风”，琼海唱出了动人的合唱。从“田园城市，幸福
琼海”到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从创新全国城镇化建设新模式到推动“全域旅
游”转型升级，琼海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动人的乐章。
3 月 23 日至 26 日，这段恢弘的乐章将再次奏响。与此同时，被李克强总理誉为“博
鳌亚洲论坛发展第二乐章”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然奏出一段宏大的序曲。
在盛会前夕，《南国都市报》 隆重推出融媒体特刊——博鳌新乐章·琼海新动力，
聚焦建设中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用图绘的崭新形式，带您看一看 700 年
乐会古城的新变化。我们将以“乐事”“乐业”“乐活”为关键词，集结全媒体采编资
源；我们将用微特刊、微网页、微场景、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博鳌新乐
章的精彩与魅力。
□南国都市报记者 敖坤 党朝峰 陈康 /文 刘孙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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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看琼海
2001年
2月27日，博鳌亚
洲论坛成立。

琼海市荣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2015年
琼海获评全国十
佳旅游县和国家卫生
城市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2015 年初，先行区“总规”与“控规”相继出台。

20.14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为

9.96 平方公里
产业用地面积为

先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总投资

13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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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定位国
际医疗旅游目的
地，国际医疗旅游
示范区，健康领域
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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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7 亩
目前已完成一
期 13 亿元的建设

先行区是按照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实
现路、电、气、水和通讯五网并行，琼海市
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精彩

先行区定位

园区规划面积

这样规划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琼海接待过夜游客
总人数为 316.62 万人次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 达到 220.58 亿
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56.97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28044 元

“博览天下、独占鳌头”，酷似巨鳌的东屿岛，让博鳌多了份灵气；16 年博鳌亚
洲论坛，每年盛会恰如一段段恢弘的交响，汇聚出令人振奋的宏大乐章。
沿河而上，新的交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经奏响。如火
如荼的建设场面围绕乐城岛，布满万泉河南北两岸。

逐梦长跑 乐城岛开始走进决策者眼中
沿着康乐路，进入建设中的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切都是新的模样。
这里距离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仅数公
里，这里被李克强总理誉为“博鳌亚洲论坛
的第二乐章”
；这里正上演传奇巨变。
巨变的背后是持续的追梦，漫长的奔
跑。这场“追梦”长跑，可上溯至 2001 年。
2001 年 2 月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
立，亚洲的声音由此传递，博鳌第一次呈现在
世界面前。与此同时，万泉河上最大的江心
岛——乐城岛也开始走进决策者的眼中。
这年，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要推动者蒋晓
松，沿着万泉河向上，第一次踏上了乐城岛。
蒋晓松说：“乐城就像万泉河上漂浮的一片
小叶子，它既有延绵 700 年的悠悠古风，又

曾是乐会县治所在地。我仿佛又回到当初看
到博鳌时的感觉，心里涌动着激情与冲动。
”
由此，一个有关“乐城的梦”，悄然孕
育；一场逐梦的长跑，在此起步。
2009 年 4 月 22 日，蒋晓松和他的团队
向琼海市政府正式提出开发乐城项目。乐城
项目被定义为一个大乐城的概念，就是“小
乐城+万泉河”。其中，乐城“太阳与水”示
范区将以乐城岛为中心，延伸至包括博鳌、
嘉积、中原三个镇形成的三角经济带。
乐城先行区管委会原党政办主任王文若
记得，“太阳与水”的概念包含着环保、新
能源、低碳、绿色食品、循环经济、再生资
源等概念，那是要展示一个“东方日内瓦”
式的生态生活梦。

从构想到现实 博鳌乐城迎来“国九条”

2004年

2016年

追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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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划用
年时间分
个阶段完
成先行区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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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创建先行区是
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第二乐章，这一设想有
创意，而且方向正确，路径合理。
2013 年 2 月 28 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设立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并量身定做了 9 项特殊
政策，被人称为“国九条”。这标志着我国
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
和国际组织聚集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
园区宣告成立。
“国九条”包含了四个特许，即特许医
疗，医疗人才、医疗技术、医疗器械和药品
的特许准入；特许研究，先行区可以申请开
展干细胞临床运用等前沿医疗技术研究项
目；特许经营，放宽部分医疗审批权，允许
境外资本进入和经营；特许国际交流，允许
引入和创新国际组织，承办国际会议。

集体开工 万泉河边奏响第二乐章

功能定位
补充基本医疗空
缺，创新医疗旅游
产业发展模式，开
展高端医疗和医养
综合服务！

政策定位
先行先试，落实国
九条优惠政策，实
施简化审批流程
改革，开启国内医
疗旅游新篇章！

乐城岛的开发，在一点点摸索中前进。
2011 年 10 月，海南省政府相关领导找
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期望获得支持
指导。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陈伟博士身上。
在全面考察乐城岛及其周边地理环境
后，陈伟提出了关于建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的建议以及初步方案。“医疗旅
游”的概念让各方人士眼前一亮。这是一种
集健康服务和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方式。
2012 年 1 月，海南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万泉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区的请示》，提请国务院批准创建
“海南万泉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区”，并请求赋
予相应的特殊政策。
2012 年 3 月 30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李克强听取了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项目汇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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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效果图

批复的消息传来，博鳌人沸腾了、琼海
人沸腾了，甚至整个海南都为之高兴。
省委书记罗保铭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抢抓
机遇，将医疗健康产业打造成海南的一张
“金字招牌”，把海南打造成中外游客向往的
“医疗健康养生天堂”
。
省长刘赐贵曾指出，要充分发挥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品牌效应，进一步
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国际化水平。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乐城先行区
是国家战略，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前景宏大，我们全力支持。发展
好了，这就是未来琼海人民的金饭碗。
”
2015 年 3 月 20 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总体规划 （2015-2030）》
正式获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2015 年 8 月 18 日，连接先行区和博鳌迎

宾路的康乐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先行
区一期基础设施“六路一厂”建设工程全面启
动。两个月后，先行区第一个项目——海南
恒大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正式落地……
2015 年 12 月 29 日，乐城先行区第一批
7 个项目，举行集体开工仪式，
。
乐城先行区管委会医疗旅游局负责人代
晓龙清晰记得，动工前一天，乐城下着大雨，
道路泥泞，进入工地的车辆都陷进了烂泥。
29 日凌晨两点，雨停了。管委会立马动员车
辆去拉道路垫料，将泥泞的康乐路填起来；同
时借着照明灯，
挂条幅、搭台子……
上午 10 点，集体开工仪式如约举行。
当“开工”的信号发出后，乐城区域内所有
的工地同时动工。此时，太阳穿过云层，洒
下阳光，沉睡中的乐城大地醒了，博鳌的第
二乐章正式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