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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区建设再添澎湃新动力。
3月18日，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

现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三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在此举
行。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31个，总
投资476亿元；集中签约项目共50
个，总投资935亿元。

随着这些项目的落地和顺利推
进，必将为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预期目标提供
更加强劲的动力。

项目是
自贸区建设的载体和关键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亲自向全世界宣布，党中央支
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近一年来，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1+N”政策体系日臻完善，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纳入国家立法工作日
程，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驶入快车道。

自贸区、自贸港的加快建设，吸引
了社会各界的极大热情和广泛参与，
一大批市场主体纷纷注册，大量总部
企业先后落地。去年以来，海南先后
举行了两批集中开工和签约，累计开
工项目247个，总投资1381亿元；签约
项目145个，总投资1924亿元。3月
18日，海南举行第三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目的就是为了贯彻省委确定的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的部署
要求，压茬推进项目建设，推动中央赋
予的政策加快落地。

据介绍，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31
个，总投资476亿元；集中签约项目共
50个，总投资935亿元。此次开工、签
约的项目，是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
精心组织和遴选的，完全符合党中央
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的要求。

百亿级项目尤为吸睛
国投国际贸易（海南）有限公司等

7家知名贸易企业开业，国际移动医
疗器械生产研发及创新、海南呼吸医
学中心等项目签约，互联网休闲游戏

等新型产业加快培育……一个个签约
和开工建设的项目，促进了新产业、新
业态、新动能的加快涌现。

“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将推出全
球首个人工智能移动数字医疗诊断系
统，产生一批硬件与软件专利，在产业
方面计划建成海南首个大型医疗设备
基地，并促进医疗出口，进而带动海南
高端医疗制造产业发展。”美时医疗控
股有限公司总裁马启元说，公司计划
在海南建立“一带一路”数字移动医疗
诊断平台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并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为“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先进医疗影
像诊断服务，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亿
元，包括总装生产线、培训中心、研发
大楼等移动医疗诊断平台。项目计划
于2019年启动，项目完成后可达年销
售500台，产值约20亿元。

在3月18日举行的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上，不仅有国际移动医疗器械
生产研发及创新等一批新产业项目，
还有着投资额达“百亿级”的项目——
海口市国际免税城。该项目总投资约
110亿元，建设规模约90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免税城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春宏
表示，太极将以长远的视野，超高的标
准和专业运营管理经验，促进生产、生
活和生态的“三生融合”，以高标准、高
质量为发展目标，成为引领海南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基地和品牌。

澄迈华为海南云计算数据中心项
目于3月18日启动建设。目前，华为
海南云计算中心项目过渡机房已经投
入使用。此次启动的华为海南云计算
数据中心项目将分两期建设，一期过
渡机房100个机柜，二期规划1000个
机柜，采用最新IT设备及先进的云计
算技术，按照云计算数据中心+省内
信息消费中心、离岸外包现代服务支
撑中心、大数据处理中心与产业创新
云中心“1+4”的模式进行规划与发
展。“我们将携手合作伙伴，依托云数
据中心，促进海南互联网新兴产业发
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
经理金伟锋表示。

海口对全省
投资拉动作用愈发凸显

作为省会城市，海口在“海澄文”

一体化综合经济圈乃至全省的经济地
位举足轻重。据介绍，海口第三批集
中开工的项目共12个，总投资201.8
亿元；集中签约的项目共13个，总投
资715.4亿元。从投资体量看，分别
占全省投资额的42%和77%左右，其
中不乏海口国际免税城这样的百亿级
标杆性项目，海口对全省投资拉动作
用愈发凸显。

“我们将进一步增加优质旅游产
品和服务供给，拉动旅游消费升级
和提升旅游个性体验，拓展延伸旅
游产业链，全力打造国际旅游岛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标杆示范项
目。”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敏说，该集团将进一步在海南建
设总部基地、做强离岛免税、推广海
南旅游、开发旅游文化项目、发展邮
轮和海洋旅游产业、提升酒店服务
质量、促进金融与旅游融合发展、参
与国企改制、引进和培养旅游人才、
旅游产业扶贫等方面全面落实双方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在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中取得新的进
展，结出新的硕果。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持续汇聚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全力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项目落地实施 助力海南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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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我省18家招商项目
投资企业开业运营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霞）于3月18
日举行的海南省新开企业和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情
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海南共有18家招
商项目投资企业正式开业运营，有一些企业已实
现营业收入。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积极推进已签约
项目开业运营。截至3月18日，今年一季度全省
共有海南国贸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中进（海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免集
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海口蔚澜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等18家招商项目投资企业正式开业运
营，一些企业已实现营业收入，如国投国际贸易
（海南）有限公司57亿元、海南国贸有限公司5亿
元、海南川铁投广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3亿元。

18家企业经营范围主要涉及贸易、医疗健
康、高新技术、文化旅游、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
其中，贸易7家，占39%；文化旅游3家，占16%；
高新技术4家，占22%；商务服务2家，占11%；金
融1家，占6%；医疗健康1家，占6%。以上企业
均在去年下半年以后完成项目公司注册，今年一
季度即开业运营，体现了贸易类企业落地快和投
产快的优势。

据了解，这18家企业中，央企来琼投资并开
设公司3家，民营企业来琼投资并开设公司15
家。其中，拟在海南设立区域性总部的5家企业，
包括拟设立运营总部的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
有限公司和贝法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区
域总部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和江苏国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拟设立运营结算总部的上海瑞戈医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我省市场主体累计近77万户
近两个多月新增企业1.3万户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
雪梅）海南日报记者3月18日从海南省新开企业
和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随
着营商环境的持续向好，我省市场主体保持活跃，
近两个多月市场主体总量稳步增长。截至目前，
全省市场主体累计近77万户。

据统计，全省市场主体累计76.98万户。其
中，企业 27.04 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总量的
35.1%；个体工商户49.94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
总量的64.9%。

自去年12月29日以来，我省市场主体发展
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市场主体总量呈现稳步增长
趋势。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7万户，平均每天新
增360户，同比增长35.8％。二是企业数量比重
越来越大。新增企业1.3万户，同比增长78.5%，
远远高于整个市场主体增幅，占新增市场主体总
量的49.49%，其中私营企业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90.93%。三是个体工商户增长相对平稳。新增
个体工商户1.4万户，同比增长10.1%。四是第三
产业增幅明显。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新增
企业同比增长105.1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等领域增幅明显。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林
诗婷）3月18日上午，三亚举行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三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三亚分会场活动，
集中开工夏日体验广场、三亚市体
育中心等36个项目，总投资近146
亿元，同时还现场签约了 Hello
Kitty主题乐园等6个项目，多举措
推进该市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
工程等多领域发展，加快“大三亚”
经济圈发展，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出席三亚分会场活动。
其中，备受关注的三亚市体育中

心项目于3月18日开工，该项目总投
资达31亿元，建设内容包括1座4万
座甲级体育场、1座1万座甲级多功
能体育馆、1座3000座甲级游泳馆、2
万平方米全民健身广场、3.2万平方
米全民健身公园及相关配套，预计于
明年10月竣工，将打造成综合体育、

旅游、休闲、娱乐、生活、康养、商务办
公于一体的国际体育产业园。

同时，三亚分会场还现场签约了
三亚市昆尚交流区域总部项目、海
南国际医疗器械创新园项目、三亚
中资邮轮总部项目、葛洲坝三亚总
部项目及环保产业园项目、仲量联
行（三亚）咨询分支机构项目、三亚
市凯蒂猫（Hello Kitty）主题乐园项
目等6个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市凯蒂猫

（Hello Kitty）主题乐园项目已确定
选址海棠湾，总投资达28亿元，将致
力打造成高品质的国际 IP 主题乐
园。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项
目已进入落地方案修改阶段，争取在
半年内开工建设，项目将融合海南当
地文化与旅游特点，按国际标准设
计、建造及运营，打造成涵盖主题乐
园、主题酒店、主题商业等玩、娱、乐、
购、食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助力三
亚旅游国际化发展。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3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在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现
场举行。海口本次集中开工和签约
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917.2亿元。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建设备受关
注。该项目用地675亩，位于原华侨
城展示区南部地块，位于新海棚改范

围内。主要建设免税城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总投资110亿元，计划2023
年12月建成。该项目的落地对于海
南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将起
到巨大推动作用。

据悉，海口第三批集中签约的项
目共13个，总投资715.4亿元。签约
的项目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
快涌现。国际医疗器械生产研发项

目、移动医疗器械生产研发基地等项
目签约，推动滴滴跨区域综合型总部
落户海口，加快培育互联网等新型产
业。同时，引进欧中“一带一路”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等国际资源对接
平台，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
和水平。

在海口签约的项目中，也有许
多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如新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海口科技园区
学校，学校计划于 2020 年开始建
设，于 2021 年投入使用，2021 年 9
月正式开学；海口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和海南现代医疗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拟新建海南现代国际
妇幼医院，促进海口市医疗健康产
业发展，进一步提升海口妇幼保健
技术服务能力。

福建陆地港集团
落户海口综保区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
萃）3月18日上午，国家5A级跨境物
流企业福建陆地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约落户海口综保区。此次陆地港集
团落户海口综保区拟将海口综保区打
造成跨境电商货物通关和物流服务的
枢纽中心，并力争第一年度达到5亿
元交易金额。

据了解，福建陆地港是国内规模
第二大陆地港和全国口岸服务功能最
齐全的平台，打造整合了集“海陆空铁
邮”为一体的多式联运国际陆港，是国
内唯一汇集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国际
快件、跨境电商、国际邮件等五大通关
平台的内陆口岸，并形成以“国际陆地
口岸”和“跨境服务口岸”双口岸并行
服务体系。

陆地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月内将完成海南公司注册并启动建设
海南陆地港智慧跨境口岸项目，依托
海口综保区政策和良好设施环境，立
足于海口辐射海南全境，将海口综保
区打造成跨境电商货物通关和物流服
务的枢纽中心。随着业务逐步发展，
集团力争第一年度达到5亿元交易金
额。同时，发挥陆地港丰富的业务网
络，通过“以商引商“的模式吸引更多
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入区发展。

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海口综保区将通过海南陆地港智慧
跨境口岸项目建设，逐步建成多式联
运口岸服务的平台体系。

海口药谷人才房
开工建设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
萃）3月18日上午，海口药谷人才房
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15.27 亿
元，首栋公寓将于2020年1月交付使
用。当日，国际医疗器械生产研发项
目、移动医疗诊断器械生产研发基地
项目签约落户海口高新区。

海口药谷人才房项目是我省首批
人才公寓建设项目之一，位于海口市
秀英区南海大道以南、永万路以西、药
谷一横路以北。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约7.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3.4
万平方米。项目的周边交通便捷、环
境宜居，周边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其
中项目自带7000余平方米的商业用
房，还拥有3000余平方米的教育设
施，以及室外泳池、共享、众创空间等，
满足人才日常生活需求。首栋公寓计
划于2020年1月20日前交付。整体
项目竣工后将为我省提供4000套人
才公寓，极大推动了海口人才高地的
建设。

3月18日，美时医疗控股有限公
司（开曼）与高新区签订框架协议，计
划投资建设移动医疗诊断器械生产研
发基地，预计两年内建成投产。同时
美时医疗自主研发的独创品牌乳腺磁
共振设备制造或其他自主研发的先进
医疗器械制造项目落户海口。国际医
疗器械生产研发项目将建设总部企业
生产办公区、初创企业孵化CDMO
区、第三方检验中心、院士工作站、商
务及生活配套服务区等。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3月18日上午，中国旅游集团
暨中免（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揭
牌仪式在海口市海南大厦举行，标志
着海南省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又
一项目正式落地。

2016年中国国旅集团并入中国
港中旅集团，正式更名为中国旅游集
团公司。集团的业务涉及旅行社、酒

店、景区、免税品、旅游地产、旅游金
融、邮轮等旅游业态。

中国旅游集团暨中免（海南）运
营总部有限公司的落户海南，是海
南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旅游集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行
动，对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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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集团暨中免（海南）运

营总部的揭牌落成和实质运营，标志
着海南省与中国旅游集团的战略合
作已经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万敏表
示，中国旅游集团将进一步增加优
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拉动旅游
消费升级和提升旅游个性体验，拓

展延伸旅游产业链，全力打造国际
旅游岛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标
杆示范项目；将全面落实双方签订
的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旅行服务、
旅游投资和运营、旅游零售、旅游
金融、酒店、邮轮等产业发展，在海
南国际旅游岛和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中取得新的进展，结出新的
硕果。

中国旅游集团暨中免（海南）运营总部在海口揭牌

《奋进吧海南》宣传片引发热议

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投入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刘禹彤）“新时代，改革风起。海之南，春潮澎湃
……”3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三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在海口市国际免
税城项目现场举行，现场播放的宣传片《奋进吧
海南》全面回顾、介绍了2018年4月13日以来，
我省招商引资高歌猛进，重大项目快速上马建设
的情况，看得大家热血沸腾。现场的干部群众纷
纷表示，要争分夺秒、奋力冲刺，以“一天当三天
用”的干劲，用实际行动助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

2018年4月13日以来，重大项目快速上马建
设，筑就海南加速腾飞的跑道。自2018年11月
下旬以来，两批自贸区建设项目相继集中开工，海
南进入了火热的建设发展期。在规定日期内集中
开工，倒逼各市县主动作为，加快作为，按下项目
建设的“快进建”。

“宣传片中介绍，各个市县的项目都在与时间
赛跑，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秀英区是海口重
点项目的集聚区，我们深感身上的责任重大。”海
口市秀英区重点项目办副主任徐小刚说，为了加
快项目顺利推进，该区各级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主
动深入基层，践行一线工作法，为企业排忧解难，
提供“保姆式”服务。

海口绕城二期项目指挥部开展了大干60天
劳动竞赛，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建设在春
节期间不休息……看到宣传片中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施工人员陈赛
虎深有感触。今年是陈赛虎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
春节，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他放弃了和家人团聚
的时间，选择和90余名工友在工地坚守。

助推高质量发展，点燃发展引擎。这几批项
目的建设，正在拓宽海南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形
成发展新的增长级。3月18日，大唐万宁燃气电
厂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建成后
将有效提高万宁市供电的可靠性，支撑海南东部
地区电网。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要求，推动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国大唐集团将加快推进智慧清洁能源项目
在海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业
务做强做大、做出特色。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3月18日上午，
儋州市集中开工14个项目，总投资
14.69亿元；此外，现场签约3个项目。

儋州当天集中开工与签约的项
目，涵盖康养旅游、高效农业、生态
环保、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态环

保等多个领域，如投资3.8亿元的未
来儋州新地标——福安大厦项目，
投资8000万元的海南壮美农牧年产
24万吨饲料加工项目，总投资34亿
元的儋州“花之旅”田园综合体项
目，投资20亿元的儋州华园城数字
广场项目，投资2.3亿元的三个镇墟

污水综合处理项目，投资2834万元
的峨蔓镇上下浦村潟湖生态修复项
目，投资1.07亿元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等。这些项目
的建成，将对儋州产业转型升级、生
态环境优化、城市能级提升、民生福
祉增进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

作用。
据介绍，儋州项目集中开工和签

约是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儋州推进产
业强市、狠抓项目建设成果的集中展
示，更是对儋州今年工作高起点、高
起步的集中动员。

儋州集中开工14个项目

狠抓项目建设 推进产业强市

海口第三批
集中开工的

项目共12个

海口集中开工和签约25个重点项目

加快培育新型产业 提高国际经济合作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新校区

海口市药谷人才房、海口市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场外排水

坡巷小学、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修复

五源河体育馆、海口市观澜湖特勤消防站、海口国际免税城

长影环球商业街区、滨海新天地商务中心、康宁技改

宝通资产“电影工厂”

总投资

20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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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36个项目集中开工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旅游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