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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海南省残联
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杨
帆）海南省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6日下午在
海口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残联主席团和
执行理事会成员。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省残联第六届主席
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聘请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担
任海南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名誉主席。会议宣布
了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执行理事会
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和各专门协会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名单；表决通过出席中国残联第七次代
表大会代表名单和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海南省
委员推荐人选。

会议指出，全省残联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做好残疾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健
全残疾人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农村残疾人扶贫开
发力度，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要完善工作机制，激发残疾人社
会组织活力，做好宣传动员，形成残疾人事业发展
整体合力。

海南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主席、副省长苻彩
香出席会议。

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召开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刘斌 实习生王文卓）9月6日上午，省委统战部召
开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强调抓住海
南新一轮大开放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在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和美好新
海南进程中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主力军作用。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景

柱、陈益智、叶茂、董玉锁、李繁华、张新苹、张跃
光、张亚安8位代表作了交流发言，并提出具体意
见和建议。据悉，截至2017年底，我省非公经济
市场主体发展至61万余户，税收总量持续增长，
涌现出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助学济困等工作。

肖杰代表省委对我省民营企业的发展表示祝
贺，对民营企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广
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充满信心，甩开膀子
加油干，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大显身手，勇于自主创新、勇于站在发
展制高点，积极承担发展责任、社会责任，实现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要真正成为“民营企
业家之家”，为民营企业家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为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尽最大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2018年海南省
六届人大代表
专题培训班在上海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磊）为进一步提高省六届人
大代表履职能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8月27日至9月1日在上
海举办了省六届人大代表专题培训班。

据悉，此次培训是省人大今年年初换届以来
举办的首次代表专题培训班。代表们在培训期
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听取了自贸区建设经验与
探索、自贸区地方立法的实践与思考、上海的转型
发展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思考、依法履行好代表
职责等内容的辅导报告，结合实际赴浦东新区、洋
山港、崇明岛开展了现场教学。

通过培训，代表们拓宽了视野，加深了理解，
进一步增强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了做好代
表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屈建民出席培训班，并
作开班动员讲话。5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55
名省六届人大代表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我省“三调”筹备工作
基本完成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王培琳 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9月6日下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我省及各市县设分会场，国土调
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将全面
正式启动，各省市要尽快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
在调查工作中要注重运用高新技术，强化调查质
量控制，确保调查真实准确。

据了解，我省的“三调”工作准备工作早已开
始进行。我省三调办以及各市县已编制印发相关
调查实施方案。7月下旬，我省已举办了第一期

“三调”业务培训会，重点对“三调”实施方案、技术
规程、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土调查云及互联网+
举证、内外业核查、数据库建设等内容进行讲解，
各市县三调办和“三调”工作相关人员约150人参
会并参加结业考试。

此前，我省已经在文昌市会文镇、屯昌县屯城
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开展了省级试点，
完成了海口江东新区“三调”工作，建设三维展示
及应用平台，并在全省开展调研督导。

副省长范华平在省分会场出席会议。

■ 本报记者 罗霞

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
戴德梁行、世邦魏理仕集团、英国哈
罗公学、淡马锡、英国默林娱乐集团、
美国三五环球集团、香港太平健康集
团……9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海南
省引进外资项目洽谈会上，一场签约
仪式“记录”下了海南与这些知名企
业和单位的合作。

在这场引进外资项目洽谈会上，
26个外资项目签约落地海南，一批
知名企业看好海南，积极参与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

这些项目的签约，意味着英国哈
罗公学将在海口合作办学，乐高主题乐
园、“中国摩”项目、探索极限主题公园
等项目将在海南开建，旅游、环保、农
业、医疗健康、会展、物流等领域将因一
批外商的投资而焕发更大发展活力。

多领域成功引进外资

利用好外资，对于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在5月启动的海南
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中，我省共组
织赴英国、以色列、土耳其、埃及等
1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招商，组
织70场专题推介活动和拜访活动，
向一批国外企业推介海南，并成功引
进一批外资项目。

“9月6日签约的这批外资项目，
是我省招商引资的重要成果。从签
约情况可以看出，签约项目涉及的领
域比较广。”省商务厅厅长吕勇表示。

在这份“成绩单”上，26个签约
项目涉及旅游、文化、环保、农业、医
疗健康、会展、物流等诸多领域。

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
世邦魏理仕集团、上海外联发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香港海南商会等7家单
位与省商务厅签下合作协议，将开展
委托招商。毕马威、安永、德勤将与
海口开展全方位服务外包合作。

在三亚，英国默林娱乐集团落地
建设乐高主题乐园，美国三五环球集
团将合作建设“中国摩”项目和三亚·
哈佛国际医疗康养城，香港川力企划
集团将合作建设探索极限主题公园。

在保亭，新加坡仁恒文旅发展集
团将建设保亭甘工鸟文化旅游度假区。

在国际教育方面，英国哈罗公
学与海口市政府签约，将在海口合
作办学。

在农业方面，美国美安康质量认
证中心与省农业厅签约开展农业标
准化体系建设、热带水果保鲜技术研
发、深加工价值链提升和产销平台对
接等领域合作。

此外，新西兰高培健康食品有限
公司与海口市综保区签约开展国际
健康营养品研发检测、包装加工、进
出口、保税仓储合作；德国勃林格殷
格翰药业公司与海口市高新区签约
开展高端康复医疗研发及服务合作；
香港太平健康集团将在三亚设立太
平医疗健康总部基地；香港富华国际
集团南中国区总部、三亚天涯文博
园、富华野生动物园和红木交易中心
等项目落户三亚；英国易人拓公司将
在三亚举办国际展会；澳门大卫集团
将在儋州建设兰洋大卫国际酒店；新
加坡淡马锡丰树管理有限公司将建

设澄迈物流综合产业园项目；珠海友
爱集团（日资）将在儋州建设综合性
的医疗康养中心。

项目建设将以国际
化、高品质水准进行

英国默林娱乐集团是欧洲最大
的欧洲娱乐公司，在25个国家和地
区开设了124个景点，旗下的项目包
括乐高乐园、杜莎夫人蜡像馆、伦敦
眼、海洋馆等。

此次与三亚市政府、华人文化控
股集团签约，英国默林娱乐集团计划
在三亚建设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水准
乐高乐园，并结合华人文化旗下文娱
资源的导入，将该项目打造成科技教
育元素丰富的益智旅游项目。

“海南旅游资源丰富，我们将以
国际化、高品质水准运营项目，助力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英国
默林娱乐集团相关负责人全球新开

业景点首席执行官约翰说。
香港川力企划集团与三亚市政

府、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签约，将
在三亚海棠湾建设探索极限主题公
园，并有意向与海南开展总部经济、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

前来参会的融创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孙宏斌非常看好海
南的发展前景：“海南是个好地方。
现在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前
景更加广阔。”

深化合作推进项目落地

自今年5月在海口注册分公司
后，美国美安康质量认证中心此次与
省农业厅签约，将深化农业标准化体
系建设、热带水果保鲜技术研发等领
域合作。

“通过近几个月的市场调研和业
务开展，我们参与海南农业发展的信

心更加坚定。”美安康质量认证中心
执行总裁斯榕说，该中心将针对海南
农产品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制定提
升品种品质的具体方案，从内到外提
升海南农产品质量，助力海南农产品
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在海南省引进外资项目洽谈会
上，不少企业表达了与海南深化合作
的愿望。此次省政府领导与外商进
行面对面洽谈，了解企业发展诉求，
进一步推动了一批合作意向的达成。

比如，美国三五环球集团将加大
与三亚的合作，加快推进“中国摩”项
目和国际医疗康养城投资建设；在以
往合作的基础上，云顶香港邮轮集团
有限公司有意向在海口设立法人机
构，负责邮轮旅游航线的策划、开发、
销售和运营，共同举办邮轮会展等。

“海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用优质的服务推动合作项目尽快落
地。”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北京9月6日电）

乐高主题公园、“中国摩”项目、探索极限主题公园；普华永道、哈罗公学、淡马锡……

签约项目涉及多领域 名企看好海南发展

■ 本报记者 罗霞

在9月6日举行的海南省引进
外资项目洽谈会上，世邦魏理仕集
团（CBRE）用实际行动表达深度参
与海南发展的决心：既与海南签订
两项合作协议，还参与省领导与外
商“一对一”洽谈活动，希望在更多
领域与海南开展合作。

所签订的两项合作协议中，一
是与省商务厅签订委托招商合作
协议，准备利用自身的资源，服务
海南招商引资工作，争取更多的企
业投资海南；二是与三亚市签订合

作协议，开展CBD定位、发展规划
专业咨询服务。

世邦魏理仕集团是一家有240
多年历史的跨国企业、《财富》500
强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纽约证
交所上市公司，在全球68个国家有
400多家分支机构，在区域规划、投
资咨询、资产管理、物业管理、跨国
企业服务、写字楼租赁服务等方面
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是该领域
全球顶级的服务机构。

这样一家知名企业，在进入中
国市场30年后，此次准备全方位与
海南深化合作。

“海南正面临着很大的发展机
遇，我们期待着与海南开展更多的
合作。”世邦魏理仕集团北亚区总
裁戴柏勤说。今年6月，他曾到三
亚等地考察，海南推进自贸区建设
的热情以及良好的发展条件给他
留下深刻印象。

在戴柏勤看来，海南发展的机
遇，一方面在于海南在旅游、会展等
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资源，未
来发展潜力无限，另一方面在于海
南正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未来的海南
将吸引越来越多知名企业入驻、将

出现更多的发展商机。
戴柏勤希望与海南深化三大方

面的合作：一是利用自身积累的经
验，为海南发展提供规划等方面的
支持；二是结合其投资服务工作，帮
助海南招商引资；三是提供资产管
理、物业管理等服务。

世邦魏理仕集团考虑发挥全球
优势和资源优势，为三亚的规划与发
展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主要项目内容
有CBD的规划与发展咨询、招商引
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与高端物业管
理、绿色城市建设咨询服务等。

（本报北京9月6日电）

世邦魏理仕集团北亚区总裁戴柏勤：

抓住机遇深度参与海南发展

中美投资联合体三大项目落地海南

“中国摩”项目
将在三亚开建

本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罗霞）9
月6日，中美投资联合体平台企业——
中农国信集团在北京签下三个合作协
议，将在三亚合作建设“中国摩”项目和
国际医疗康养城。

美国三五环球集团是中美投资联合
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是全球最大的体验
式休闲购物中心运营商。在海南省引进
外资项目洽谈会签约仪式上，美国三五
环球集团与中农国信集团等签订合作协
议，合作建设“中国摩”项目和三亚国际
医疗康养城。其中“中国摩”项目将建成
全天候室内超大型商旅娱乐综合体。

“我们将通过‘中国摩’项目，丰富三
亚的娱乐内容，优化三亚的购物体验。”
美国三五环球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马
克·贝索尔说。

当天上午，中农国信集团还与武汉
同济现代医疗管理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重庆埃沫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携手在教育、医疗等
领域开展战略性全面合作。

中农国信集团与武汉同济将在医院
运营、人才培养和重点科室上进行合作。
双方将在三亚建设一家“国际、高端、正
规、传统、美誉”的综合国际医院。

中农国信集团与重庆埃沫森将在三
亚合作开办国际学校，该学校定位为美
式国际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
的K12国际学校。

“海南是一块发展的热土，我们期待借
助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东风，在旅游、医疗健康、教育等
产业方面与海南深化合作，实现更大的发
展。”中美投资联合体共同主席董沐平表示。

本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罗
霞）9月6日，在省领导与外商面对
面洽谈活动中，15家知名企业和单
位参与面对面洽谈，达成一批外资
项目投资合作意向，涉及旅游、环
保、医疗健康、文化娱乐、金融、商业
等领域。

德国欧绿保集团、美国泰和诚
医疗集团-安德森肿瘤中心、世界
自由区组织、英国默林娱乐集团、
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法国玛泽会
计师事务所、世邦魏理仕集团、美

国三五环球集团、香港川力企划集
团、美国维亚康姆集团、德国皇家
生物科技公司、宜家集团、云顶香
港邮轮集团有限公司、美国AVIS
公司、澳大利亚璞乐农业投资公司
参加面对面洽谈。

德国欧绿保集团是全球十大资
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业，有意在海
南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依托欧绿保
技术优势，因地制宜地为企业治
理排污提供高效解决方案，进一
步拓展海南市场。同时，该集团

希望参与海南省环保配套措施制
定，助推海南省环保产业升级，打
造德国标准高水平生活区和循环
经济产业园。

美国泰和诚医疗集团-安德森
肿瘤中心已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设立了安德森肿瘤专科门
诊部，计划中远期建设博鳌泰和诚
安德森肿瘤附属医院。

法国玛泽会计师事务所有意在
三亚设立玛泽亚洲总部、主办2019
年奢侈品大会等事宜。该事务所有

关负责人希望利用其掌握的优质企
业资源助力三亚招商引资。

美国维亚康姆集团有意引入国
际顶级文化娱乐IP品牌，设计、建
设、运营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国际
IP主题度假区，建设国际顶级音乐
娱乐产业园。

宜家集团与海南就在海口开办
家具营销网点、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采购橡胶木
等家居原材料贸易活动等进行了深
入沟通和交流。

15家外商参与面对面洽谈
达成一批外资项目投资合作意向

9月6日，海南省引进外资项目洽谈会暨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