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2019年是
实施海南省电网三年行动计划的收
官之年，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如期完
成，实现电网“脱胎换骨”改造提升目
标，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
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年
行动 2019 年考核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根据《方案》，2019年我省将力
争完成电网建设投资60亿元，2017
至 2019 年三年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180亿元。

此外，在去年超额完成三年行动
计划清理103万棵树障的总目标基
础上，今年将进一步推动解决新增的
3.42万棵树障清理难点问题，实现清
除率100%；住宅小区中较大以上用
电安全隐患整改率达到100%、一般
隐患整改率达到90%以上；完成300
宗电网权属证书办理工作。

《海南省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
能力三年行动2019年考核方案》印发

今年我省力争完成
电网建设投资60亿元

目前全省市场主体共79.4万户
企业28.1万户
占全省市场主体总量35.4%

个体工商户51.3万户
占市场主体总量的64.6%

全省年户均停电时间要

低于 18 小时，海口、三亚中

心城区降至2.5小时以内

本版制图/杨薇

根据《方案》

城区、城镇
电缆化率要达

50%以上

全省10千伏
公用线路

可转供率要达80%

关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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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梁
振君 黄媛艳 易宗平 通讯员李加
奎）5月18日，全省各市县同步举行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共集中开
工项目80个、总投资256亿元；签约
项目38个、总投资164亿元。省委
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出席三亚主会场
活动并宣布项目开工。

我省举行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
活动，目的是为了持续将中央赋予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和
省委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
落实年的要求落细落实，把稳定和扩
大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关键环节和重
要举措，全力推动海南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

本次全省集中开工项目当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11个，总投资共
148亿元；1亿元以上项目41个，总
投资共240亿元。项目类型涵盖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

具有质量效益高、社会效应好、带动
能力强等特点。其中：产业发展项目
35个，总投资206亿元；基础设施项
目32个，总投资29亿元；公共服务
项目13个，总投资21亿元。崖州湾
科技城建设全面启动，中科院海南种
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南繁种业科技
众创中心等7个项目开建，中种集团
总部迁建与科研能力建设框架协议
等2个项目签约落地。保利C+国际
博览中心等一批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项目开工。
上述项目的实施，对推动海南经

济高质量发展、展现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新面貌意义重大。全省各级
各部门将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的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
意识，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
加强督办检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
大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动海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三亚主会
场活动。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张琦，副省长沈丹阳参加海口分会
场活动。

三亚市政府、中国科学院海南种
子创新研究院、中国五矿集团、中船
重工集团负责人分别就加快项目建
设发言。三亚市政府现场与相关企
业集体签约一批项目。

（相关报道见A02、A03版）

开工项目80个 签约项目38个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沈晓明宣布开工

本报深圳5月18日电（记者尤
梦瑜）为期5天的第十五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
简称深圳文博会）5月16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开幕。5月18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来到海南展馆，在充满“椰风海韵”的
海南馆内，一行人了解了海南贝雕、
红泥制陶等特色文化产品，并听取了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一年多时间来，在文化产
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

本届深圳文博会海南馆入口的
外立面设计为LED大屏，动态展示海
南举办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精
彩纷呈的文旅品牌活动。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向黄坤明、李希一
行介绍了海南展馆的特色以及2018
年4月13日以来，海南进一步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打造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等工作的情况。

今年，我省派出由参展企业和省
市县相关代表等约400人组成的海南
代表团参加本届深圳文博会，近60家
参展企业在此展示丰富的文创产品及

文化旅游项目等。海南馆围绕“美好
新海南 文旅新时尚”主题，充分展示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一年多来，海南在
文化旅游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
方面的亮点。300平方米的场馆中设
置多个展位，场馆的艺术设计包含了

“金色沙滩”“热带雨林”以及黎族文化
符号等丰富的海南元素。

除了独具匠心的展馆设计，馆内
的展陈内容也极具海南风情与特色，
既有传统手工艺文创产品，也有年轻
时尚的动漫形象展示，吸引了大量参
观者前来参观。

文博会海南馆展示自贸区文化产业发展新风采
黄坤明李希考察海南馆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况
昌勋）5月18日下午，海南港航控股
有限公司股权合作签约暨重组工作
筹备组成立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
省长沈晓明、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
师白英姿、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许立荣、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会生为重组
工作筹备组揭牌。

省政府与中远海运以海南港航

为平台开展股权合作，是省政府在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借
助中远海运资源聚集、产业带动、航
线布局和资本实力等优势，加快海
南港口、航运和临港经济发展，推
动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举措；也是中远海运依托海
南特殊地理区位和战略区位优势，
谋划打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进
一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

布局。中远海运已开通了海南首
条对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集
装箱班轮航线，并实现26艘散货船
在海南纳统。

重组工作筹备组成立后中远海
运将正式入驻海南港航推进股权
合作工作，同时推动与国投交通在
港航业务及资源方面的协同，促进
洋浦港区公共货运业务一体化，并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海南省其

他港口资源整合，加快构建定位清
晰、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经营协同
的新格局。未来，海南港航将着力
提升港口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加
快海南集装箱基础设施提升，充分
利用区域内支线及海洋联盟等航
线资源，不断加大运力投放和船期
密度。

毛超峰、张琦、王路、倪强出席
仪式。

海南港航股权合作签约暨重组工作筹备组成立
沈晓明参加揭牌仪式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雪
梅）海南日报记者5月18日从海南省新开业企业和新
增注册市场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
省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全省市场主体共79.4
万户。其中，今年3月以来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4万
户，一批重点企业落户海南。

3月以来，我省市场主体变化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市场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598
户；新增企业中私营企业占比较大，私营企业占新增企
业总量的91.97%，外资企业占比较小，但增速较快，特
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重点企业相继落户，31家
新增企业的股东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
以及央企。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市场监
管部门将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落实自主申报、“全省通办”等改革措施，不断完
善海南e登记平台功能，便利市场准入。进一步推进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办理登记注册、
印章刻制、申领普通发票、企业社会保障登记等流程3
个工作日内办结。进一步推行注册官制度，进一步落
实“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解决市场
主体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3月以来我省新增
市场主体3.4万户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毛永
翔）5月18日举行的海南省新开业企业和新增注册市
场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3月18日以来，我省12
家招商项目投资企业开业运营。截至目前，今年我省
共有30家招商项目投资企业开业运营，这些企业已实
现营业收入57.8亿元。

3月18日以来，我省新增国投融资租赁（海南）有
限公司、海南蔚来熙奇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凤凰理理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大德共享
经济服务外包（海南）有限公司、三亚索思福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国奥（海南）体旅投资有限公司等12家招商
项目投资企业开业运营。其中，旅游业2家、现代服务
业7家、高新技术产业3家。

据了解，今年，我省招商引资工作按照“以上统下、
全省一盘棋”的思路，以“点对点对接、一对一谈判”为
主要方式，充分发挥省招商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
用，外资招商等取得明显成效。截至4月底，我省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109家，同比增长3.7倍；实际利用外资
1.0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倍，增幅排名全国前列。
外资投向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产
业分别占比为27.1%、40.6%、17.6%和14.7%。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围绕“三区一中
心”战略定位，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引导外资投向

“三大领域”“五大平台”“十二个重点产业”，争取在年
内引进一批高质量、有经济效益的优质项目。同时，我
省将积极推进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建设投产达效，推动
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月18日以来
我省12家招商项目
投资企业开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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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黄媛艳
通讯员 李加奎

5月18日，我省各市县同步举行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

项目汇总数据振奋人心：集中开
工项目80个，总投资256亿元；集中
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164亿元。

这是海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四个一批”机制
即开工一批、签约一批、注册一批、开
业一批项目的又一次落地。

审视我省引进的系列项目，其中
不少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海陆空”
方面特征明显，诸如深海科技、南繁

育种和航天项目等。
既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又保

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
——我省系列重点项目正助推经济
持续稳健运行。

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

古老的三亚崖州，如今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作为高标准规划和运行的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园区，规划面积为26.1
平方公里，由“一港、三城、一基地”五
部分构成，即南山港、南繁科技城、深
海科技城、大学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中转基地。

为了加快推进崖州湾科技城建

设，三亚市政府组建了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行使市级行政审批权，该局
局长由市长兼任。

作为海南省12个先导性项目之
一，崖州湾科技城以“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三亚特色、高点定位”为构架，
致力于建设成为陆海统筹、开放创
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色节能的
先导科技新城。

“园区化+国际化”成为我省众多
项目的一大特点。位于儋州的海南西
部商务中心项目，建筑面积12.5万平
方米，将建设商务办公综合体、创业中
心；澄迈福山油田增储上产项目，总投
资12.59亿元，包括119口油气水井及
相应油气水井井场49座等建设内容。

“海陆空”项目引人关注

第四批全省集中开工项目中，产

业发展项目35个，总投资206亿元，
占总投资的80.5%。

“海陆空”项目是本次集中开工
的突出特征。

海洋方面，深海科技城规划面积
约5.39平方公里，以海洋科技产业为
核心，重点集聚深海科技、海洋产业
和现代服务三大领域。在深海科技方
面主要发展深海装备、深海材料和深
海通讯等；在海洋产业方面，主要发展
海洋船舶、海工装备和海洋公共服务
等；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主要发展会
展服务、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等。未
来还将在深海养殖、人工鱼礁和海洋
生态保护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陆地方面，有南繁种业等项目。
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种
子创制和产业化为主线，构建“理论
创新－技术集成－设计育种－产业
孵化”创新链，提升南繁产业科技含

量，打造“南繁硅谷”核心，构建符合
海南生态环境的农业发展模式。海
南海水稻万亩研发示范基地项目负
责人介绍，这个项目致力于建设海水
稻（耐盐碱水稻）大规模研发示范基
地，集科研、生态农业、文旅于一体。

航空方面，文昌的航天项目引人
注目。文昌航天国际影视中心项目
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国际影视贸易服务、智能化职教平台
及研发生产的高科技创作中心、航天
影视动漫科技研发创意制作中心等，
既有科技范，又有时尚味。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
业结构。以“海陆空”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项目，将成为未来海南的重要新
型产业。

海南这棵越来越茂盛的梧桐树，
将引来更多金凤凰！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

开工和签约项目齐头并进，助推我省经济持续稳健运行

“海陆空”高新技术产业唱主角

我国成功发射
一颗北斗二号卫星

夏粮丰收在望
农业“压舱石”稳固

——乡村振兴不断夯实
经济社会发展根基

本报嘉积5月18日电 （记者
袁宇）“3、2、1！”5月18日7时整，伴
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声，“奔跑海南”
2019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活动
在琼海市万泉河广场启动。3000
多名跑友从万泉河广场出发，沿万
泉河畔一路前行。

这是“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第2次走进琼海。本次活动以
全民健跑的形式，全省互动、全民动
员，展示城市新形象、新面貌。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
支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琼
海市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
主办。 （相关报道见A04/05版）

“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走进琼海

3000多名跑友万泉河畔激情开跑

➡ 5月18日上午，“奔跑海南”
2019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活动
现场，大家激情开跑。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