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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打破常规，验收分阶、程序代办等多举措服务重点项目

亚特兰蒂斯见证“海南速度”
服务故事

名称：
三亚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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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

13公里长的海棠大道
已经建成
水电设置已配套齐全

总投资超100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62亿元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酒店塔
楼、裙楼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水上乐
园全面开工

地址：
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
亚特兰蒂斯项目部

进展：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孙婧

定位为“国家海岸”的三亚市海棠
湾，其255平方公里的规划土地上，旅
游、房地产、医疗康体等数十个项目接
连施工建设，为湾区带来日新月异的
变化。这其中，一栋49层的高楼备受
瞩目，该项目自2014年11月入场动
工以来，便受到全球高端休闲旅游行
业关注。这便是亚特兰蒂斯项目，称
为全要素国际化顶级旅游度假综合
体，它的建成，将使国内迎来继迪拜、
巴哈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亚特兰蒂斯
项目。

49层高的主塔楼是该项目的地
标建筑，从开工、落成至封顶，用时竟
不到两年，“海南新速度”不断被刷
新。如今，在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
动推动下，三亚各项建设正以冲刺快
跑速度，助力琼岛经济质提腾飞。

速度领跑：
4.5天盖一层楼

元旦佳节，亚特兰蒂斯项目的建
筑工人刘昌依然坚守岗位，进行二次
结构工程建设。“目前共有80余个施
工单位进驻，1500余名工人同时开
工，春节期间还将有近千名工人驻守

赶工，争取今年国庆节酒店开门营
业。”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
公司高级副总裁陆志宏说。

根据项目规划，启动之初，亚特
兰蒂斯项目建设队伍给自己列出了
三年半完成目标，相较前两个亚特兰
蒂斯项目，施工用时大大缩短了一
半。惊人速度，如何做到？

“团队精心组织，工艺前沿先进，
工人轮班连轴作业，同时，施工过程
中做到工作前置、事前控制。”颇令陆
志宏骄傲的是，其施工队伍曾创下4.5
天盖起一层楼的纪录，工期得以保质
保速。

完备规划、成熟队伍、先进技术，
助推着亚特兰蒂斯项目加速向前，为
三亚带来了国际化领先的可参模式，
而三亚亦为优质项目返输高效贴心服
务，实现双方共赢。

政府的多次协调，“开绿灯”促项
目推进，令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民敏在各项繁琐的
手续审批中舒了口气。

“工程项目庞大复杂，三亚政府打
破常规、提前介入，边施工边分阶段验
收，充分提高了效率。”陈民敏透露，关
于项目审批、水电供应、人员招聘等建
设或运营过程的各式难题，相关政府
工作人员均予以了及时回应、解决，工

程进度得以持续向前。
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

会副主任谷习银，便是多次被陈民
敏“骚扰”的工作人员之一。“亚特兰
蒂斯等大型项目落地三亚，将给三
亚未来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
我们通过提升服务水平，解企业困
难、除企业烦忧，将实现优质项目带
动区域的联动式发展。”谷习银透
露，截至目前，亚特兰蒂斯项目已累
计投资约62亿元，还将有意向进一
步扩大投资。

服务领先：
三亚社会投资超额收官

一组数据耐人寻味。三亚 120
个重点项目中社会投资项目达 79
个，占比约66%，成为该市投资主体；

数据还显示，截至2016年 11月，该
市社会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71.84亿
元，提前一个月达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7%，高于序时进度9%，社会投
资加速跑趋势显著，三亚发展势头持
续向好。

“服务前置、审批后置、全程代办
等一系列利好措施出台，大幅简化项
目报建程序，投资企业信心增强，助推
着社会投资质效提升。”三亚市政务服
务中心主任侯振华说。

在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推动
下，三亚创新服务模式，引进先进管
理、监控手段，全力为社会投资护航。
如今，涉及社会投资项目的84张手续
繁复的申请、审批表格，简化流程用

“五个一”审批模式代替，审批系统全
面升级；同时，通过互联网实现资源共
享，企业将不再重复提交材料，实现

“零证照”“免填表”，审批时限一律不
超过2天，大大缩短了企业办理手续
用时、减少资金成本。

“服务精神贯穿始终，我们采取
‘一对一’模式，相关领导、部门每周主
动‘上门服务’，了解梳理项目面临难
题，为投资企业斩棘引路。”谷习银介
绍，面对特殊难题还将派专人对接，提
供“一站式服务”。

如今，在优质服务、优惠政策等吸
引下，三亚又陆续迎来人大附中三亚
分校、北大口腔医院等重点项目，投资
发展的热土不断注入新活力。截至去
年 11 月，三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00.44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97.3%，同比增长18.1%；其中，崖州
区、海棠区分别以133.2%、100.3%的
任务完成率，提前超额收官。

（本报三亚1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孙婧 林诗婷

在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裁陈民敏的记忆里，2014年12月13日和2016
年6月3日是特别的日子。

2014 年 7 月，亚特兰蒂斯项目正式施
工，工作人员的住宿成为显见的难题。同年
12月13日，三亚市主要领导前往项目调研，
陈民敏说出了自家的难处。企业有难处，政
府理当帮助解决。一个涉及多部门的联动
小组忙开了。

藤桥某地块建员工宿舍、国际人才基地提
供房间、荔枝沟某小区寻找房屋……在三亚住
建部门的牵头协调下，一年的时间，政府与企业
方几经寻找，既要方便企业管理员工，也要符合
基本政策。“看着政府工作人员为我们奔波，很
感谢，要找到一个多方都能接受的地方作为员
工宿舍，太难了。”陈民敏说。

“我们一直协调相关部门，争取多套宿舍。”
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谷
习银说，“该区致力于为企业营造‘家’的感觉，
提供‘一站式’服务”。

把产业发展好，把企业扶持好，是做大做强
三亚经济的重要方式。为此，三亚严把项目准
入关，探索出上门服务、“一对一”服务、移动政
务等方式，积极梳理项目存在的问题，找问题根
源，最大程度减少审批的环境和繁琐度，对于企
业的共性问题，专人对接统一协调解决；海棠区
针对每个重点项目配备一名区领导，对接一个
局，区领导每周去项目工地不少于一次，实时汇
总解决企业存在的难题。

“我们要求政府服务人员不能对企业说不
行，要告诉企业办事人员该怎么样才行。”谷习
银说，海棠区用足用好市里下放的审批权力，项
目立项、招标备案等只要资料齐全当天到、当天
即可办结，创新设立多个微信、短信平台，随时
随地服务辖区企业；提前告知、辅导落户企业，
从项目进入到项目竣工，提供服务指南指导企
业每个阶段如何申报相关事项，政府工作人员
24小时接受企业的电话咨询；积极协调银企对
接、劳资纠纷和安全生产等事宜，把企业事当自
家事，积极想在前头，事办得圆满。

“今年海棠区的投资额达到205亿元，80%
以上是社会投资，除积极服务既有项目外，我们
已谋划、策划一批适合湾区发展需求的项目，全
力构建国家海岸发展新格局。”谷习银说。

（本报三亚1月4日电）

三亚贴心为企业解难题解烦恼

力争给企业“家”的感觉

扫码看亚特兰蒂斯项目建设
视频文稿：刘丽萍
视频拍摄及剪辑：马子涛

1月4日，亚特兰蒂斯项目工地，酒店一期主塔楼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安装及顶楼皇冠钢结构施工，裙楼主体结构已完成。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码上读

国兴大道-大英山西三路
国兴大道（起点）-五指山南路口
0.15km
国兴大道-大英六路口0.65km
国兴大道-大英八路口1.17km
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路口1.6km
国兴大道-兴丹路口2.1km
国兴大道-文坛路口2.5km
迷你终点：省歌舞剧院广场2.86km
（迷你终点1小时关门，9：00解封）
国兴大道-美翔路口2.96km
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右转）3.38km

封路时间段
6：30-8：35

路段:国兴大道
日月广场-琼州大桥

第一段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7年富力海口马拉松赛期间

海口市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2017年富力海口马拉松赛将于2017年1月8日
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比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将对比赛途经路线分时分段实施交通管制。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7年1月8日06：00—15：00
二、管制（比赛）路线：国兴大道海航日月广场

（起点）—国兴大道—海南省歌舞剧院（迷你终点）—
国兴大道—滨 江路（琼州大桥南侧第三掉头口掉头
前往）—长堤路—人民桥—人民大道东半幅（人民天
桥处折返）—海甸一东路—海甸东三街—碧海大道
—海顺路（半程终点）—碧海大道—世纪大道—甸昆
路—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长喜路（镇海路口前折
返）—滨海大道—长欢路—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全
程终点）。

三、注意事项
（一）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管制区域内只允许

持有赛事专用车证的车辆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
车、消防车、医疗 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外，禁止其他
车辆通行，对于其它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道
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挥，严禁进入、横
穿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

（二）在管制时间内，市区前往机场的车辆请绕
行龙昆南路—红城湖路—滨江路前往机场，或者龙
昆南路—凤翔路—新大洲大道前往机场；市区前往
海口火车站的车辆请绕行海秀快速路、海盛路、南海
大道、粤海大道；进海甸岛和新埠岛的车辆请选择世
纪大桥、和平桥、海新大桥绕行；出海甸岛和新埠岛
的车辆请选择人民桥、和平桥、海新大桥、新东大桥
绕行；进出滨海大道北侧区域的车辆要提前安排好
出行时间，避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

（三）比赛路段禁止各种车辆停放，避免影响比
赛正常进行。

（四）比赛期间，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
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情况决定，比
赛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绕行线路，以免
影响出行。

（五）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17年1月3日

为尽量降低对市民的出
行影响，现公布详细的道路
交通限制措施。请大家详细
了解道路交通限制情况，提
前做好出行安排。

滨江路-红城湖路4.73km
滨江路-高登东街4.85km
滨江路（右侧）-江湾兰亭小区5km
滨江路折返点-马坡小区北门向前
40米5.24km

封路时间段
7：23-8：42

路段：滨江路1路段
琼州大桥（向南）-折返点

第二段

封路时间段
7：31-8：56

路段：滨江路2路段
折返点（向北）-琼州大桥

第三段

滨江路马坡小区北门向前40
米-琼州大桥下7km

滨江路-（皇马假日酒店停车场入口）
10km
滨江路-白龙北路口11.99km

封路时间段
7：40-9：35

路段：滨江路3路段
琼州大桥（向北）-长堤路

第四段

2017海口马拉松，这些路段限时交通管制

长堤路-和平桥12.57km
长堤路-人民大道（右转）13.68km

封路时间段
7：47-9：49

路段：长堤路段

第五段

人民大道-人民天桥下停止线（右转
折返辅路—向南）14.01km
人民天桥下停止线 - 海甸一东路
（左转）14.35km

封路时间段
7：52-9：58

路段：人民大道路段

第六段

海甸一东路-海达路口15km
海甸一东路-和平桥15.63km
海甸一东路-海彤路口15.89km
海甸一东路-海甸东三街路口（左转）
16.2km

封路时间段
7：55-10：10

路段：海甸一东路段

第七段

海甸东三街—海甸二东路口（右转）
16.61km

封路时间段
7：59-10：14

路段：海甸东三街路段

第八段

碧海大道-福甸路口17.75km
碧海大道-海甸五东路口18km
碧海大道-海景路口18.36km

封路时间段
8：03-10：46

路段：碧海大道1路段

第九段

半程终点：白沙门公园（或海顺路口
内）21.0975km
碧海大道-海顺路口21.26km
碧海大道-海甸六西路口22.22km
碧海大道-万恒路口22.38km
碧海大道-世纪大道路口（左转）
22.89km

封路时间段
8：13-11：06

路段：碧海大道2路段

第十段

世纪大道-万兴路口23.43km
世纪大道-海甸五西路23.89km
世纪大桥上（海甸五西路口上桥1.1
公里处）25km
世纪大道-滨海立交桥26.82km

封路时间段
8：20-11：39

路段：世纪大道路段

第十一段

滨海大道-玉沙路口27.38km
滨海大道-玉兰路口28.27km
滨海大道-茉莉路口28.86km
滨海大道-世贸北路口29.09km
滨海大道-牡丹路口29.37km
滨海大道-紫荆路口29.66km
滨海大道（杜鹃路口向东 50 米）
30km
滨海大道-杜鹃路口30.05km
滨海大道-丽晶路口30.23km
滨海大道-港集路口30.83km
滨海大道-港源路口31.31km
滨海大道-海港路口31.53km

封路时间段
8：32-12：18

路段：滨海大道1路段

第十二段

滨海大道-永万路口33.28km
滨海大道-长秀路口33.67km
滨海大道-蓝城大道口34.13km
滨海大道-和谐路口34.64km
滨海大道-长怡路口35km
滨海大道-长天路口35.45km
滨海大道-长彤路口36.42km
滨海大道-长安路口37.67km

封路时间段
8：50-13：32

路段：滨海大道2路段

第十三段

黄金海岸花园向前60米40km
滨海大道-长滨北路口40.32km
滨海大道-长喜路口40.53km
长喜路-镇海路口40.83km
镇海路-滨海大道路口41.11km
滨海大道-长香路口41.47km
滨海大道-长欢路口42.00km
终点：长欢路（会展中心第二停车场
入口前）42.195km

封路时间段
9：10-13：50

路段：滨海大道3路段

第十四段

碧海大道-海甸六东路口18.61km
碧海大道-和平大道路口20km
碧海大道-海兴路口20.75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