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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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28日电（记者易
宗平）12月2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在三亚分会场，共有20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66.5亿
元。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出席三亚分会场活动。

三亚分会场集中开工的重点项
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涉及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生态环保、
棚户区改造等领域。其中，三亚市高
新技术产业园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
项目总投资1.41亿元；上海外国语大
学三亚附属中学项目总投资6.6亿
元；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工程项目总投资8.2亿元，先期配备
大型焚烧炉和汽轮机组；三亚市凤凰
机场周边污水整治工程项目计划投
资1.54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污水工

程及污水管道附属工程；三横路凤凰
段一期道路绿化彩化工程项目总投
资1.15亿元，包括绿化灌溉系统、慢
行系统、景观小品等；三亚·崖州区南
滨农场海燕队保障性住房项目总投
资1.31亿元。

当天，三亚市与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亚附属中学、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
作有限公司、复星旅游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等11家单位和企业签订了框架

合作协议。
三亚市市长阿东在致辞时表示，

今年以来，三亚围绕海南“三区一中
心”的战略定位，立足“大三亚”，积极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战
略，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
服务业、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加快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在
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
建设中打造标杆。

三亚2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立足“大三亚”推动大发展

本报那大12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建设西部中心城
市，产业集聚新动能。12月28日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儋州分会
场集中开工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4.2亿余元，涵盖脱贫增收、城市功
能、医疗民生、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

儋州市当天集中开工的5个项

目，包括投资6.8亿元的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三期工程、投资6.4亿元的儋
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海南泰
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7200多万
元的 5000 亩凤梨种植项目、投资
1800万元的儋州市中和洋土地治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投资900多
万元的白马井镇改造提升项目。

5个项目都是儋州建设西部中心

城市的重要项目，如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三期工程，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
建成后新增床位600张，将为西部群
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又如光
大环保能源（儋州）有限公司投资的儋
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
年处理生活垃圾36.5万吨，年提供绿
色上网电量1亿多度，不仅服务儋州，
还将服务临高、昌江、洋浦等地。

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说，全市上下
要以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进一步强
化经济工作项目化的理念，坚持项目
工地就是阵地、现场就是考场、进度
就是尺度的理念，高强度高质量高
标准推进项目建设，争取项目早建成
早投产早见效，为推动儋州市高质量
发展、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儋州集中开工5个项目

集聚新动能建设西部中心城市

海口集中开工22个项目，签约42个项目

着眼国际一流水准打造精品工程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12月2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主会场活动上，海口集中开工
22个项目，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医疗
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商务等领域，总
投资额超315亿元。签约项目达42
个，总投资465亿元，涵盖总部经济、
飞机维修、医疗健康、高新技术、生物
科技、互联网等产业。

作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的重

点先行区域，江东新区的规划、建设
一直备受关注。在今天集中签约的
22个项目中，涉及江东新区的项目
有3个，分别是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教
育（哈罗公学）项目、江东新区文明
东越江通道、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
长线工程。

据了解，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教
育（哈罗公学）项目位于桂林洋开发
区兴洋大道以东，江东大道以北。
另外两项则为江东新区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
海口此次开工的项目中还包含

多项民生工程。包括上海六院海口
骨科和糖尿病医院二期项目、北师大
海口附校二期（初中部）项目、龙昆南
延长线市政工程项目以及椰海大道
道路工程等项目。

多个文体项目的落地也是海口此
次开工项目中的一大亮点。包括美舍
河“文物+旅游”工程一期（明昌塔）项
目、海口人民剧场及配套项目等，建成

后将进一步丰富海口文体基础设施。
海口市市长丁晖表示，海口各级

各部门将以工匠精神贯穿项目建设
全过程，精细建设、打造精品。着眼
国际一流水准，集成世界一流规划
设计机构、一流开发机构、一流施工
单位，强化全过程全方位质量控制，
集中力量把项目建成全国精品工
程、示范样板，打造成为海南展示中
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重要
窗口。

本报临城12月28日电（记者李
关平 欧英才）12月2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农垦分会场项
目开工和签约仪式，在海垦畜牧集团
临高红华10万头现代高效仔猪场项
目现场举行。

本次海南农垦集中开工的8个
项目，项目总投资52.88亿元。其中
旧厂区改造项目 1个、畜牧养殖项
目2个、农业种植及农旅项目3个、
加工项目2个，分别是：海垦宏达实
业公司宏达商城（旧厂区改造）项
目、西培农场公司海垦西培海之源
有机果蔬产业示范园项目（二期红
海基地）、红昇农场公司海垦万泉花
果文化旅游区（热带特色花果观光
园）项目、海垦畜牧集团临高红华
10万头现代高效仔猪场项目、海垦
草畜产业公司 30 万头生猪全产业
链项目、荣光农场公司中国海垦·乐
东热带花果世界项目、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东方市国家杂交水稻种子烘
干精选加工项目和海胶集团金星橡
胶加工分公司浓缩乳胶生产线建设
项目。

参加本次集中签约项目9个，项
目合同总投资约218亿元。分别是：
金江农场公司仁恒海垦·保亭甘工
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八一总场
公司海垦儋州龙山农场棚户区改造
项目、海垦八一糖厂棚户区改造项
目起步区、海垦东平农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一期、海垦东昌棚户改造项
目、海垦南平立信共享农庄项目、海
垦东兴场部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荣光农场公司海垦·山水城文化旅
游区项目、遂溪超离子水对虾养殖
项目。

海垦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在
致辞中表示，垦区各级企业要把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海垦集团实施

“八八”战略的重要抓手，作为培育
主导产业、增强企业可持续盈利能
力的重要载体，坚定不移、持之以恒
地推动项目建设，并将项目打造成
为安全工程、精品工程。

海南农垦集中开工8个项目

培育主导产业
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

海口与中铁投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12月28

日上午，海口市政府与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中铁投有限公司将结合自身产业、资源、平台
等优势，以融资租赁为切入点，助力铁路金融等板
块企业发展和海口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出席签约仪式
并证签。

据悉，中铁投有限公司将在海口市政府和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指导下，进行符合海口产业政策的开
发项目。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在海口注册相关企业，
并将积极推动该企业在海口的融资租赁业务发展。

张琦表示，希望中铁投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深度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口市将扎实做好服务工
作，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保障。

我省部署“两节”旅游工作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赵优）12月28

日上午，2019年元旦春节假日旅游服务管理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海口召开，安排部署元旦春节假
日旅游服务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要紧盯重点环节，打好假日旅游管
理服务的保卫战。各市县、省直各有关部门、各旅
游经营单位要加大旅游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力
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严防重大旅游安全事故的
发生；交通部门要牵头市场监管部门研究制定相
关管理措施，确保道路旅游客运实行市场调节价
时制定合理价格，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消费欺诈、
欺客宰客行为。

会议强调，要加强整体联动，着力提升旅游旺
季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水平。各市县要提早谋划、
及早部署旅游市场管理服务工作；要优化产品、优
化服务，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与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实现全领域覆盖、全部门联动，切实做好假日旅游
市场的服务保障工作和市场监管工作。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王
培琳 梁振君 陈雪怡）招商局海南区
域总部落地、配合省政府完成引进外
资的任务、参与博鳌乐城先行区开发
等6个任务，是海南招商局集团在今年
7月跟省政府签订协议时许下的承
诺。12月28日，招商局集团在海南自
贸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仪式上宣布，6个任务已全部完成。

今年7月，招商局集团与省政府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全面参
与海南自贸区建设，半年来，该集团本
着“国家所需、海南所长、招商所能”，
全面推进各重点项目。

全面参与博鳌乐城先行区建设方
面，12月9日，招商局集团引进英国
爱丁堡医学院，双方在博鳌举行签约
仪式。目前，合作机制模式的探索已
取得阶段性进展，即将进行医疗产业
规划。

12月15日，招商局集团完成海南
区域总部项目发改委备案证明办理、

EPC总承包招标备案，并启动现场拆
迁工作。12月28日，顺利办理前期土
地、规划等相关手续的招商局海南区
域总部项目，正式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为了践行成立招商局集团二级子
公司的承诺，12月18日，招商局海南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海口市注册成
立，将作为招商局集团参与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平台，赋予其更
大的权责。

在推进三亚深海科技城落地方
面，三亚深海科技城项目与省发控、三
亚城投合资成立平台公司，筹建工作
接近尾声，已初步完成产业规划和空
间规划工作。同时，结合招商局集团
各产业板块和海南特色，正努力营造

产业生态体系。
“招商局集团作为央企排头兵，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将在总
部经济、区域综合开发、金融服务与投
资等领域同海南省开展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文凯说。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启用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12月

28日上午，海口市民游客中心正式揭牌启用。该
中心的建成使用将促进海口12345热线与各类城
市管理资源、公共服务要素的融合贯通，推动部门
间联动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同时为市民提供一站
式全天候服务。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出席揭牌仪式。
据悉，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位于海口市世纪公园

路（滨海公园内），总建筑面积为2.98万平方米。该
中心设计灵感取自海口的骑楼老街，高低错落的建
筑形体构成了丰富立体的骑楼空间。

功能性方面，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聚集了12345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旅游警察、数字城管等14个海
口行政单位和部门，集城市形象展示中心、便民利
民服务中心、城市综合管理中心三大功能为一体，。

揭牌当天，海口规划展厅也向广大市民游客正
式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此直观地了解海口的过去
与未来。目前智慧城市数字展厅也正在筹备中。

第二批海南省机关
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挂牌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孙勇 实习生林承婷）12月28日，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博物馆、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南省档案馆举行第二
批海南省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命名挂牌仪式。

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胡
光辉出席省档案馆教育基地挂牌仪式并讲话。

胡光辉要求，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
挥好、利用好教育基地的功能和作用，用好用活省
内现有教育资源，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海南革命
历史、特区精神和省情教育，接受人文历史、自然
生态教育和蓝色国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中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省直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各部门负责人、海南省档案馆、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陵水黎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党员干部
代表共200余人参加挂牌仪式，并参观基地。

（相关报道见A07版）

中国2018三亚公共外交论坛在三亚举办

为海南自贸区建设献策
本报三亚12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

员卢晓咪）12月28日，中国2018三亚公共外交论
坛在三亚举行。相关专家学者汇聚鹿城，围绕

“新时代·新机遇——海南自贸区建设”的主题展
开交流，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

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孙治国代表论坛
发布了“三亚公共外交论坛+”共识，同时公布中英
文版《2018“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报告》。该报告由
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题写书名，共约100万字。

论坛上，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与美国国际合
作发展基金会、马来西亚英迪基金等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还举办了公共外交智库建设论坛、海
南金融国际论坛、三亚城市国际化论坛等分论坛。

中国2018三亚公共外交论坛由三亚市政府、
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主办。

会前，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会见了
部分与会嘉宾。

招商局集团支持海南发展言出必行

承诺的六大任务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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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王培琳 陈雪怡

12月 2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当天，
全省147个项目集中开工，104个项
目集中签约；147个集中开工项目总
投资1083亿元。

这是海南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具
体行动，也是推进海南自贸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重要
举措，海南自贸区建设再添澎湃
动力。

项目进一步提质扩容

“今天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
涵盖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民
生等各个领域，从数量、投资规模、
质量上看，和第一批相比都有很大
的提升，这将为海南自贸区和中国
特色自贸港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也为明年海南经济实现‘开门红’
奠定了良好基础。”省发改委主任
符宣朝说。

海南日报记者集中梳理了12月
28日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发现，从
数量上看，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项
目数量分别达147和104个，分别比
第一批增加47个、63个。投资规模

分别增长785亿元、1240亿元。
除了项目数量、投资规模有较大

增幅，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质
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项目特点看，一是更加凸显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加快发展。海口复兴城西海岸
互联网总部基地等一批带动性强
的项目启动建设；36家企业签约入
驻海南未来产业园。二是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先导性项目 进展提
速。文明东越江通道、康庄路延伸
段等海口江东新区、三亚总部经济
及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项目集中
开工，中石油、阿里巴巴、大唐集团
等 30 家总部企业认定落地。三是
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凤凰机场周边污
水整治、琼海双沟溪黑臭水体治理
等一大批环境治理项目 开工建
设。四是补短板。惠民项目更加
充实，三亚体育中心、海垦龙山农
场棚户区改造等一批补短板、惠民生
项目通过PPP等方式多元化引入社
会力量，加快落地。

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最终要靠一个个具体项
目来做实。大项目大发展，小项目小
发展，没项目不发展。项目提质扩
容，将为海南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
试验区注入强大动力。

市场主体参与自贸区
建设热情持续高涨

在重大历史发展机遇面前，境内
外企业参与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的热情持续高涨。

成立于1572年的哈罗公学，是英国
最富盛名的九大公学之一。12月28日，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教育（哈罗公学）项目
顺利开建，项目总投资9亿元，总用地面
积145亩，计划于2020年9月建成。

哈罗国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梁永昌说，哈罗公学项目是海
口江东新区首个国际教育项目，也是
继深圳后，第二个同时有哈罗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及哈罗礼德学校的地方，
也是该公司未来重点打造的地方。

美兆（中国）健康医疗集团总裁
惠云明表示，海口江东新区具有极大
发展潜力，美兆健康医疗集团将积
极投入到海南自贸区建设中去，尽
快入驻海口江东产业园区。“除了政
策和资源优势，海南自身的地理位置
优势非常有利于发展高端医疗健康
产业，我们对海南自贸区发展充满期
待。”惠云明说。

上海享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围
绕亲子家庭的新型社交媒体和社交电
商。该公司总裁都乐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公司之所以选择在海南开展新

的项目，主要看中海南5个方面的产
业优势：一是海南重旅游和文化建
设；二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政策先行
先试的可能性，希望获得互联网视听
内容许可；三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
面，可能会优于国内其他地方；四是
亲子产品电商进出口便利性，保税退
税免税政策吸引力大；五是目前海南
对于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力度大，能
提供更多便利的落地措施。

“目前海南的资源和政策优势都
非常明显，如果在项目落地过程中
一切顺利，我们希望可以把第一总
部落在海南。”谈起公司在海南的投
资发展，都乐充满期待。

以服务项目建设倒逼
优化营商环境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区，需
要一个个高质量项目来支撑。海南将
以服务项目建设倒逼优化营商环境。

12月10日，《海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正式向
社会公布。该行动计划从开办企业、
获得信贷和改善融资环境、跨境贸易、
建设服务型政府等11个方面提出了
40项改革措施，以进一步加快建设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对于海南的行政效能，梁永昌情
不自禁竖起了大拇指。“从今年7月海

南省政府领导赴英国考察哈罗公学
到11月签订合作协议，再到今天项
目动工，仅用不到5个月时间就实现
了项目的落地开建，成为迄今为止
我们所有办学项目中效率最高的一
个，让我们对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高
瞻远瞩及超高的办事效率产生由衷
的敬佩。”梁永昌说。

智阳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
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公司CEO王
颖娜将其与海南的“牵手”总结为“天时
地利人和”。“海南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需要吸引更多人才，做好人才服务工
作。与此同时，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也需要开拓新的热土，
而且海南相关市县和职能部门给予我
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海南是我们
投资兴业的不二选择。”王颖娜说。

王颖娜也对海南未来发展提出建
议。她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例，希望政
府职能部门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效
率、流程，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增强服
务公开度、透明度。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
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我们
将主动对标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求，以
更长远的发展眼光、更高的标准，谋划一
批项目，引进一批项目，推进一批项目，
以项目化的方式推动自贸区建设，以
优质项目建设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符宣朝说。（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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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亮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