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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1.5亿元

日处理规模：

一期0.8万立方米，一二期总计2万立方米

覆盖范围：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及周边乡镇

项目概况

总投资:

约5.6亿元
总设计规模:

日处理生活垃圾1050吨

一期年处理效能

生活垃圾：

约26万吨
餐厨废弃物：

约3.5万吨
供电：

约7000万度

24个自贸区集中开工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2.67亿元
9个省重点项目计划完成年

度投资93亿元
185个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完

成年度投资27.7亿元
完成总投资额的

25%
其中第一批、第二批项目大部
分完成工程量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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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陵水“五一”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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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杨薇B04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李
艳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改委获
悉，2019年该县有9个项目被列入
省重点项目，全年计划投资 93 亿
元；安排185个政府投资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 27.7 亿元；总计 120.7 亿
元。陵水将聚焦重点领域，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陵水的省重点项目投资主
要投向医疗养生、生态环保、基础设
施等领域，包括南平医疗养生产业
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充电基

础设施项目、农村生活垃圾清理行
动、农村生活污水清理行动、农村改
厕项目、本号镇等3个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工程等项目。

相比往年，今年陵水的省重点项
目涉及的领域更为集中，以生态环保
领域为主，9个项目中7个项目涉及
该领域，彰显出该县保护生态环境的
力度与决心。

医疗健康产业是陵水重点发展
的产业之一，今年陵水将加快推进南
平医疗养生产业园项目建设。据了
解，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园区

基础设施和产业两大部分，其中产
业方面主要建设泰康国际康复医
院、中医科研中心、南药文化广场
等。目前，该项目业主已编制出总
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呈报
有关部门审查。

2019年，陵水安排政府投资项
目185个，其中新开工项目114个，
续建项目71个，总投资179.1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27.7亿元。截至3月，
完成投资4.3亿元。

“今年，我们整理、谋划了一批政
府投资项目，在满足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需求基础上，促进脱贫攻坚、
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全域旅游
等领域建设。”陵水发改委副主任夏
春雨介绍。

海南自贸区建设集中开工项目
方面，截至目前，陵水共有24个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2.67 亿元，完成
总投资额的25%。其中，地面数字
电视（县广播电视节目）落地二期
工程建设项目已完工，该县11个乡
镇约2.4万户农村用户获数字电视
落地入户。

据了解，总体上，陵水第一批、第

二批集中开工项目稳步推进，大部分
项目完成工程量40%左右；第三批
集中开工项目有序推进。“我们对集
中开工项目加强监控监管，并进行分
析研判、不定期督导，确保项目有效
推进。”夏春雨说。

为确保项目有序有力推进，陵
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队
深入项目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推进
慢的项目，该县将逐一梳理、分析
原因，并逐一解决、监督落实每一
个项目的责任。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近来琼岛各地持续高温天气，而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黎安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施工建设现
场，70多名建设者却依旧挥汗如雨，奋战在施工
一线，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4
月24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目前该
项目一期已完成80%，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和厂房
的装修装饰，预计今年7月底可以完工。

当天下午4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主厂房上，
工人正操作塔吊机，忙碌地运输着各类材料，室
内的工人则正准备为墙面抹灰。整个厂房的主
体结构已经完成，主厂房共设三层，几乎包含了
全部的生产建筑和附属建筑。同时，施工现场安
装了扬尘在线实时监测设备，对施工环境进行实
时监测，并使用洒水车、洗车管等设备进行降尘，
细节之处尽显环保。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施工带来了严峻考验，我
们也调整了施工时间，室外工作人员是上午6点
至10点，下午4点至晚上9点上班，既避开了午间
高温时段，也在抢抓有利施工期，确保项目建设扎
实推进。”项目现场负责人吴淑和介绍。

据悉，黎安污水处理厂于2018年5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1.5亿元。处理污水能力上,，一期规模
为每天0.8万立方米,一、二期总规模可达每天2
万立方米；但主体建筑按二期总规模一次性建成，
目前设备按一期规模进行安装调试。

黎安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
行试验区及周边乡镇的居民生活污水等将能得到
妥善处理。其服务范围为先行试验区的活力港湾、
热带海湾、康养山林片区，服务人口约为6.3万人。

同时，项目还融入了场馆式、花园式的设计理
念。厂区的生产构筑物和附属构筑物全部集中在
主厂房里，环绕主厂房的东侧及北侧还将布置生
态湿地等水体景观。“建成后，站在远处看，不会觉
得这里是一座污水处理厂，而是像一座办公楼配
上一处小花园。”吴淑和告诉记者。

据介绍，黎安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集约化程
度高，共用地28.43亩；而按常规模式建设约需用
地33.75亩；相比之下共节省用地5.32亩。项目
釆用潜污泵、潜水搅拌机、静音鼓风机等动力设
备 ，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噪音污染。污水经过处
理后出水水质可达到一级A标准，可回用于城区
的道路冲洗和绿化浇灌。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来到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项目现场了
解到，该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年内
可迎来一期园区试营业。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麦迪卡斯水
乐园内，滑道、造浪池、大喇叭等游乐
设施都已安装完成，工作人员正在紧
张而有序地为园区进行全面包装及
设备调试。富力海洋欢乐世界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麦迪卡斯水乐园项
目已完成超过 80%，正进行收尾。

预计今年内欢乐世界项目将迎来一
期园区试营业。

据悉，麦迪卡斯水乐园安装有
16套从国外进口的滑道设备，均已
通过内部调试。其中园区核心造浪
池，可一次容纳2000余人，并造出高
达1.5米的大浪，同时在造浪池畔还
有懒人河、深渊大喇叭、彩虹竞速滑
道等各大体验项目可供游客选择。

“麦迪卡斯水乐园以戏水闯关项
目为主，拥有大型戏水项目13个，可
实现日接待游客万余人。”富力集团
海洋欢乐世界运营执行总裁文森特·

潘雷诺介绍。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项目位于海

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内。作为
该区基建项目及欢乐世界配套项目，
一号停车场建设正加快推进。记者
在该处看到，出租车、大巴车的通道
路面已铺设好；走在崭新的停车场
上，可见工人们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收
尾工作。一号停车场（北区）项目将
于近期竣工投入使用。

“一号停车场分为南区和北区，
即将建成的北区停车场共设置有地
上大巴停车位240个和地下小车停

车位1135个。将可以满足富力海洋
欢乐世界开业后游客的停车需求。”
一号停车场项目经理袁操介绍。

此外，一号停车场（北区）还建有
服务用房，将可以提供公共厕所、应
急医疗、旅客休息等服务。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麦迪卡斯水乐园与
一号停车场等项目抢抓有利施工期，
扎实推进建设，确保顺利收尾。欢乐
世界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丰富
陵水的旅游度假产品，促进旅游消费
产业转型升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完成近半

陵水即将告别
垃圾填埋时代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 （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暨餐厨废弃物协同
处理项目建设现场，看见一番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景：吊车正在紧张作
业，工人们在焊接，挖掘机、渣土车
等大型机械往返穿梭……

“我们正抓紧建设，希望项目早
日建成投入使用。”项目有关负责人
刘朝刚说。

陵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
该县第二批海南自贸区集中开工项
目之一，总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
圾1050吨，总投资约5.6亿元。项目
建成使用后，陵水将告别垃圾填埋时
代，实现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对
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刘朝刚介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生活垃圾
日处理规模为700吨，二期为350
吨。“一期项目投资额为4.35亿元，预
计今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营。一期项
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26
万吨，餐厨废弃物约3.5万吨，能提供
约7000万度电能。”刘朝刚说。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总工程量
已完成47%，主厂房完成26.9米浇
筑，综合楼、办公楼、食堂建筑已封
顶，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分界洲岛、南湾猴岛
将推出多彩旅游项目

邀你来次海岛浪漫之旅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陈思国）4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
治县南湾猴岛景区、分界洲岛景区了解到，今年

“五一”小长假期间，两个陵水“王牌”景区都推出
了各具特色的旅游项目，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分界洲岛景区将在5月1日至5月2日举办
第二届“亲爱的·520”海岛集体婚礼活动，25对新
人将在这里约定终生。期间，该景区还将举办“月
光下的你”交响音乐会，来自英国的歌手菲比·海
恩斯、青年歌唱演员黄堃等将共同演绎一场高品
质的海岛小型交响音乐会。

南湾猴岛景区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在网红景
点呆呆岛推出2天1夜沙滩露营泼水节活动，不
仅有沙滩烧烤、篝火晚会等常规节目，还增添了趣
味性、互动性更强的泼水环节、亲子沙滩寻宝等节
目。该旅游产品原价为每人399元，“五一”假日
期间享受活动价每人299元。

分界洲岛景区是中国首家海岛型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拥有各种特色海洋旅游项目。呆呆岛
项目是南湾猴岛新近力推的休闲度假产品，颇受
游客喜爱。

本报椰林 4 月 25 日电
（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者陈思
国）四月芳菲未尽，五月踏歌
而来。“五一”4天小长假即将
到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陵水黎族自治县推出多条游
玩线路，让游客遇见不一样的
风景，感受多方面的陵水。

这些线路主要分为滨海
游、乡村游、县城游、文体休闲
游等，时间为3天2夜或1天1
夜，让游客既能体验惊险刺激
的水上运动，又能享受田园生
活的怡然自得，度过一个充实
快乐的假期。

水上运动、田园生活、美食文化……

“五一”小长假 来陵水体验别样风景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项目加快推进

一期园区预计年内试业迎客

陵水今年拟完成项目投资120.7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 促进高质量发展
黎安污水处理厂
一期年内建成
将服务周边6.3万人口

陵水“五一”假期特色旅游线路推荐

1. 滨海休闲之旅

第一天：
上午：参观南湾猴岛景区，乘坐

跨海观光索道观赏滨海风光和疍家
人的“海上田园”风光，与猴子来一次
亲密的接触。

中午：在新村渔港的疍家鱼排餐
厅享用现捞现做的海鲜大餐。

下午：前往分界洲岛景区，体验
惊险刺激的海上运动，观赏精彩逗趣
的海洋动物表演。

住宿推荐：分界洲岛海钓会所

第二天：
上午：参观清水湾旅游度假区，

在这里踩着“会唱歌的沙滩”，感受海
风的轻抚与悠闲的时光，对游艇感兴
趣的游客还可以到清水湾游艇码头
参观，或乘坐游艇出海。

中午：在英州镇赤岭渔村享用海
鲜大餐。

下午：游览椰田古寨景区，了解
钻木取火、黎族织锦等多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

住宿推荐：清水湾旅游度假区内
酒店

2. 乡村安逸之旅

第一天：
参观位于陵河入海口处的水口

庙，这里常年香火旺盛，寄托着陵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随后前往
文罗镇坡村，聆听革命先烈的奋斗故
事，感受乡村的美丽蜕变。中午推荐
在坡村体验特色革命餐。

住宿推荐：陵水县城酒店

第二天：
驱车前往本号镇大里地区，观赏

小妹湖、大里瀑布等特色山水风光；
走进大里地区什坡村、小妹村，了解
美丽黎村的蜕变历史，与村民跳竹竿
舞，感受黎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住宿推荐：大里地区特色民宿

第三天：
前往光坡镇，参观大艾园村、老

欧坡村等美丽乡村，在万亩田洋中享
受骑行的乐趣；在凤凰农庄体验当农
夫的乐趣，可以采摘火龙果等水果；
攀登红角岭，沿着栈道一路向上，远
眺风光宜人的香水湾。

3. 县城美食文化之旅

参观陵水苏维埃旧址，这是一个
祠堂式的多进式院落，木照壁上的鎏
金彩绘，门窗棂上的精致雕刻，白墙
壁上的浮雕花饰等建筑装潢上都显
现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参观完后，可以深入陵水县城大
街小巷，在中山路、富陵路、文化路寻
找藏在市井中的美食，酸粉、鱼汤、清
补凉等特色美食待你品尝。

聚焦项目投资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麦迪卡斯水乐园项目已完成超过80%,基本具备试运营条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4月24日，黎安污水处理厂主体建筑已经
封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