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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屯城12月 28日电 （记者郭
畅 通讯员邓积钊）12月28日，按照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屯昌县举办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活动，集中开工项目共4个。

12月28日，光大国际旗下全资子公
司光大环保能源（屯昌）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屯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利
开工。该项目是海南实现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全覆盖目标的的重要项目之一，占
地69.46亩，规划日处理生活垃圾600吨、

年发电量9260万千瓦，项目2020年建成
后将解决屯昌及定安、琼中、澄迈等市县15
个乡镇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问题。

此外，屯昌县中医院建设项目（一期）
以建设海南中部地区第一家三级标准中
医院为目标。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屯
昌及周边市县群众就医环境，提升屯昌健
康养生旅游产业的服务保障能力。

乌坡镇玖耐村土地整理项目（一期）
是乌坡镇集中连片打造美丽乡村的重要
组成项目。

屯昌：打造标杆中医院

本报营根12月28日电（记者于伟
慧 通讯员林学健）12月28日上午，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琼中分会场活动，同时开工5个项目，总
投资2.31亿元，签约项目1个。

据介绍，开工的5个项目包括琼中
中学创建省一级学校项目、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项目、标准11人制足球场项目、
公共体育场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项
目、农村地质预防及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程项目等。

据悉，今年以来，在全省上下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中央 12号文件精神，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下，琼中结合生
态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紧紧围绕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全域旅游、健康疗
养、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五网”基础设
施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方面谋
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制定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计划，积极争取中
央、省级资金支持，及时安排项目前期
经费，抓紧完成项目前期审批事项，为
项目的开工、竣工、投产奠定基础。

琼中:开建标准足球场

本报抱由12月28日电（记者梁君
穷）12月28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县举
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乐东分会场活动，集
中开工项目 6 个，集中签约项目 10
个。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中，既有政
府投资项目，也有企业投资项目，既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有社会民生项目。

6个开工项目包括乐东县沿海垃圾
场渗沥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乐东县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乐东龙腾
湾万豪酒店项目等。

10个集中签约项目分别为乐东国
家热带农业科学基地项目、乐东三馆合
一项目、乐东县第一小学建设项目、乐东

县城建材家居广场项目及乐东综合农贸
市场项目、乐东县尖峰镇黑眉村美丽乡
村开发项目、中国·福报香车体育文化旅
游小镇、尖峰沙漠村美丽乡村建设、乐东
印象·游客集散中心商旅综合体、“十所
圣儒”康文旅田园综合体、中国核工业乐
东县九所新区健康小镇及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

6个开工项目中投资总额最大的乐
东龙腾湾万豪酒店项目位于乐东县黄流
镇龙腾湾，项目总用地面积118.33亩，
总投资 9.8亿元。

乐东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将开通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营造
优质营商环境，全力保障项目开工建设。

乐东:“绿色通道”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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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12月28日，新开工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12月28日，文昌市12个项目同时开工，图为开工奠基仪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临城12月28日电（记者刘梦
晓）12月28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临高分会场活动现场，临高集中开工5
个项目，总投资额4.183亿元；集中签约
2个项目。

临高集中开工的5个项目分别是：临
高县博文学校项目，项目用地面积54.85
亩，建设内容包教学综合楼、教学楼、学
生食堂、学生宿舍楼、教师周转房及运动
场等室外配套工程；临高县临富大道绿
化工程项目，将对临高县临城镇新城区
临富大道两侧土地进行平整，并配套建
设给水喷灌等工程；临高县东英镇田灵

洋整治项目，将在临高县东英镇美鳌村境
内的田灵洋上建设衬砌渠道及排灌结合
渠道；临高县头铺水至文澜江连通治理工
程，将对临城镇东面、头铺水306省道以
下的河段进行连通治理；临高县临城镇厚
禄排水沟整治工程，将对临城镇民生二横
路至市政大道段的排水沟进行治理。

集中签约的2个项目是文澜·电竞
文旅产业小镇项目和博厚大健康产业特
色小镇项目。

临高县县长曹文介绍，此次集中开工
和集中签约的项目涉及改善民生、产业结
构调整等各方面。7个项目的开工和签
约，将推动临高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临高:产业升级添新军

本报五指山12月28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刘钊）12月28日上午，
五指山市举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五指
山分会场活动，4个项目集中开工。

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包括五指
山市南圣镇至水满乡县道改造项
目、五指山市通什司法所及司法局
部分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五指
山 市 毛 道 乡 毛枝桥 改 建 工 程 项
目、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关二桥改

建工程。
其中，南圣镇至水满乡公路县道

改造项目计划对什束村路口至水满
河热带雨林风景区总长约34公里道
路总体按照三级公路标准改造，计划
于2019年12月竣工；毛道乡毛枝桥
改建工程项目拟建 A、B 两条总长
360米的道路，计划于2019年8月竣
工；通什镇福关二桥改建工程拟建设
一座约 310米的大桥，计划于 2019
年8月竣工。

五指山：开工修建致富路

本报定城12月 28日电 （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伦）12月28
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定安分会场活动在
定安县定城镇举行，该县11个项目集中
开工。

定安集中开工的11个项目中。道
路硬化工程1个、电缆管沟建设工程4
个、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1个、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5个。

今年以来，定安积极开展“投资攻坚
季”活动，1月至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3%。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县广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项
目协调推进机制、项目集中会诊制、容缺
受理制等服务机制，推进项目建设；相关
审批主管部门要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开
辟“绿色审批通道”，全力以赴促项目落
地；各相关部门要积极谋划，策划包装储
备一批重大项目。

定安：教育为重谋长远

本报金江12月28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叶上荣）12月2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澄迈分会场）活动举
行，椰树集团第四工业城饮料包装容器
制造基地等10个项目集中开工，中海油
海南马村码头后勤支持服务基地等8个
项目集中签约。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新开工的北京
外国语大学附属澄迈外国语学校项目是集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十五年

一贯制寄宿学校。项目分两期建设，建设
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行政楼、食堂、图
书馆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计
划开班100个，可容纳约3000名学生。

今年以来，澄迈在产业规划、项目谋
划、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方面开拓进
取，推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据统计，该
县今年以来已签约省内外项目31个，协
议投资额145.53亿元。项目注册落地
率83.8%，开工率为19.35%，已竣工项
目1个。

澄迈:名校落户百姓欢

本报嘉积12月28日电（记者丁
平）12月28日上午，琼海举办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琼海分会场活动，3个项
目集中开工。

3个开工项目包括琼海市妇幼保
健院新院区暨妇女儿童医院新建项目
（一期）、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扩建项目、琼海市双沟溪黑臭水体治
理工程。

现场集中签约项目4个，包括博
鳌免税综合体项目、海南万泉花果文
化旅游区（起步区）项目、御泉庄希尔
顿逸林酒店及水上乐园项目、梦里人

家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
据了解，琼海市妇幼保健院新院

区暨妇女儿童医院新建项目（一期）位
于嘉积镇金海北路东侧。建设内容包
括孕产保健门诊用房、儿童保健门诊、
妇女保健门诊、医技科室、行政服务管
理用房及其他功能用房等。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此次集
中开工和签约的7个项目，涵盖生态
文明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乡村振兴、
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等领域。这些项
目的开工和签约，将培育经济发展

“新引擎”，助推琼海建设海南东部中
心城市。

琼海:培育发展“新引擎”

本报万城12月28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12月28日，万宁市
举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二批）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万宁分
会场活动，万宁市万润城商业综合体、
和乐镇污水处理厂工程和六连岭革命
遗址配套设施建设等3个项目集中开
工，涵盖商务休闲、生态环保、红色旅游
等领域。

据介绍，万润城商业综合体项目将
打造集商务、住宅、购物、娱乐、餐饮、休
闲于一体的大型主题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用地面积55亩；和乐镇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5座污水泵站及

25.4公里的配套污水收集管线等；六连
岭革命遗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将对六
连岭革命遗址的旅游设施进行提升，提
高六连岭革命遗址的旅游服务能力。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介绍，万宁
将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招
商就是抓后劲”的工作理念，以更大的
决心、更实的措施、更优的作风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招商质量，加紧谋划引进
实施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今年以来，万宁坚持用最好的资
源、最优的服务吸引最好的投资。截
至目前，新注册企业699家，注册资本
近63亿元。

万宁:项目开工增后劲

本报椰林12月28日电（记者苏庆
明 通讯员陈思国）12月28日上午，陵
水黎族自治县举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
（陵水分会场）活动，宣布7个项目集中
开工。

7个开工项目为：陵水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群英乡芬坡村祖装村民
小组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英
州镇廖次村常树村民小组污水处理工
程，隆广镇万星村桥上村民小组、桥下村
民小组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隆广镇万星村后塘村民小组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工程，英州镇廖次村军屯
村民小组污水处理工程，文罗镇农村生
活用水净化供水工程。

据介绍，7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增强陵水城乡污水
处理能力和城市垃圾处理能力。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要求，各项目
单位要倒排工期，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
进、高质量完工，把每一个项目建成一流
工程。各职能部门要全方位全过程靠前
服务，助力项目建设。

陵水:民生项目是重点

本报文城12月28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12月28日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文昌分会场活
动上，文昌市12个项目同时开工；“文
昌超算一号”卫星发射战略合作项目、
文昌福瑞国际学校等5个项目签约。

文昌此次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
涵盖了航天产业、“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等多个领域。
其中，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场扩建
（二期）工程PPP项目拟建一座处理能
力600吨/天的焚烧发电厂，计划2020
年6月竣工；文昌市人民医院锦山分院

综合住院楼项目，总建筑面积9.9万平
方米；文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主要
位于抱罗镇、公坡镇、东路镇、翁田镇、
潭牛镇等地，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1.66
万亩；教育“改薄”工程项目主要涉及文
昌市蓬莱中心小学和文昌市头苑中心
学校；文昌市委党校新校区建设工程
（一期）用地面积56.82亩。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文昌各
部门将全力以赴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
提供最优质、最便捷、最实在的服务。希
望各项目业主和建设单位把每个项目都
建成精品工程，争取实现项目早日落地、
早日竣工、早日投产。

文昌:航天项目有特色

本报保城12月 28日电 （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黄立明 唐庆贤）12月 28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7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据了解，保亭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有灌溉渠道硬化、引
水管道、配套建筑物等；生活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升级改造工程，规划垃圾处
理能力为100吨/天；新政镇卫生院标准

化建设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06万平
方米；杏林一横路工程项目；新政镇什定
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保亭县新政储备
公司新建平顶粮仓项目；保亭县广播电
视无线发射台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保亭县县长符兰平表示，要全力
以赴抓问题协调、抓要素保障，严格落
实“六个一”项目推进责任制，进一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
产、早见效。

保亭:民生为先贴民心

本报石碌12月 28日电 （记者刘
笑 非 通 讯 员 陈 家 漠）12 月 28 日上
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昌江分会场）活动，昌
江棚户区改造海钢安置区（一期）建
设等 2 个项目开工，总投资 5 亿元。
同时，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海南分中心等一批项目签约，总投资
超300亿元。

据了解，昌江当天集中开工的项目
中，昌江棚户区改造海钢安置区（一期）
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2.27亩，总建筑面
积超过9万平方米，建设安置住宅楼9
栋。该项目作为昌江重要民生工程，计
划工期两年，将于2020年底竣工投入使
用。而环保型低蛋白恒粘度天然橡胶产

业化项目已被工信部列入2018年“中国
制造2025工业强基工程”重点支持项
目，项目总投资1.38亿元，计划于2020
年初投产。

现场签约项目中，生态环境部核
与辐射安全中心海南分中心项目落地
后，将为我省后续发展核电项目提供
技术支持。昌江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园
项目则将建设成为满足省内外群众就
医度假需求，同时具有“医疗养生+健
康旅游度假”特色的医疗健康产业示
范园区。

昌江县县长林谟谐表示，昌江相关
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严格按照“六
个一”的服务模式，在项目审批、管理、跟
踪服务上下功夫，为项目实施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

昌江:棚改安置解民忧

本报八所12月28日电（记者张
惠宁）按照全省统一部署，12月28日
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东方分会场
活动在东方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
场，5个项目集中开工，涵盖工业、生
态环保、水利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

开工的5个项目包括陀兴水厂扩

建工程、东方市农村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表示，项目建
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
作。希望驻市各企业、项目业主一如
既往地支持东方经济建设，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进度，为建设宜居宜游宜业
热带滨海花园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东方:聚焦民生打基础

本报牙叉12月28日电（记者曾毓
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黄晓莹）12月
28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举办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白沙分会场活动，同时开工2
个重点项目。

当天开工的2个项目为海南黎锦博
物馆二期工程、白沙九架溪小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项目。海南黎锦博物馆项目位

于白沙文化公园旁，规划占地面积
2.59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7457万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展览厅、文物库
房、学术报告厅、会议室、接待中心、培训
中心、展览观演大厅等。按照规划，该项
目将陆续建成地下大型购物超市、服饰
箱包一条街、美食酒吧一条街、大型儿童
娱乐场等文化旅游商业配套。该项目计
划于2019年6月竣工。

白沙:民族特色在其中

12月2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澄迈
分会场活动在澄迈县老城镇举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