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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 18日电（记者黄媛
艳 梁振君 易宗平）5月18日上午，中
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等
总投资近90亿元的15个项目在三亚破
土动工。三亚同步举行与11家企业的
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涉及总部经济、高新
技术、金融等重点领域，双500强合资企
业首次签约落户海南。

此次开工建设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种
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三亚南繁种业科
技众创中心等7个重点项目，标志着我
省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的崖州湾深海
科技城建设全面启动。当日，三亚第四
批集中开工的项目还包括保利C+国际
博览中心、佳翔物流（二期）、三亚国际生

命健康科学管理中心等项目，涵盖医疗
康养、商务会展、高新技术、生态保护、城
市基础设施等领域，不断补齐城市产业
发展和配套设施短板。这些项目中，社
会投资项目超过总项目数的60%，投资
额占总投资额的85.3%。

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主导产业方向，三亚统筹规划、前
瞻布局，积极对接世界500强企业，吸引
知名企业落户，活动现场与11家企业集
中签约，合作内容涉及总部经济、金融、
高新技术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

三亚聚焦发展文旅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依协议，红星美凯龙集团将在三亚
设立红星国际贸易总部基地、建设红星

全球家居博览订购中心和三亚国际设计
师小镇，举办三亚国际设计师论坛。移
动视频“独角兽”企业——一下科技将在
三亚设立华南区总部、共同设立投资孵
化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在互联网文化
创意领域与三亚开展合作。有爱互娱是
一家集研发、运营、发行业务的综合型移
动游戏公司，其总部将迁至三亚，并在三
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建设有爱互娱文化
创意产业园。

聚力发展总部经济和金融业，根据
合作协议，国网海南公司和中船亲唐公
司将在三亚开展大宗商品贸易结算业
务；隆众申亚公司将把大宗产业总部和
数字化现货交易结算中心设在三亚。

崖州湾深海科技城建设全面启动
本报海口5月 18日讯（记者计思

佳）5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海口
分会场活动举行。现场集中开工项目共
10个，总投资55.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亿元，总投资占全省22.6%；集中签
约项目9个，总投资124.3亿元。

集中开工项目中，社会投资项目6
个，投资额52.7亿元；政府投资项目4
个，投资额2.7亿元，涉及高新技术、医
疗教育、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等领域。具
体包括：金盘科技海口数字化工厂、海南
成美国际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博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危房拆除重建工程、海
口市府城中学新建教学综合楼项目、海

口市龙华区中心幼儿园教学综合楼改扩
建项目等。

海口紧紧围绕“三大产业”，大力
发展总部经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在此次集中签约的9个项目中，涵盖医
疗健康、农业、信息安全、仓储物流、废
物处理等产业。其中，世界 500 强兖
矿集团将在海口江东新区设立区域
总部，同时设立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凯撒世嘉旅游文化发展集团将
在海口设立总部，并在文创艺术品、
旅游产品开发及推广等方面开展合
作。欧绿保集团与海南神州新能源
公司达成合作，打造高水平、高标准
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北京市康讯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计划在海口建设企
业总部、电子商务孵化器（园区）以及
人工智能研发基地。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
各级各部门将坚持“发展围绕企业转、经
济围绕项目转”，深入开展服务项目、服
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活动，将“极
简审批”改革进行到底，实行重大项目优
先审批、用地优先供给、资金优先统筹、
问题优先解决、人才优先配置机制，打造
一流政务环境、一流硬件环境、一流营商
环境。同时，激励干部在项目建设中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努力在全市上下营造

“比干劲、比速度、比质量、比服务、比成
效”的良好氛围。

开工项目涉及高新技术等领域

本报那大5月 18日电（记者周月
光 特约记者李珂）5月1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儋州分会场，5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17.35亿元，涵盖商务、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据了解，此次儋州集中开工的5个
项目包括海南西部商务中心、海南佳邦
西部家居城、衍宏万国文旅城、儋州市各
镇、农（林）场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工程以
及儋州市2019年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
目等，涵盖商务、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

内容，今年计划投资4.55亿元。
儋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推

动项目集中开工建设是全省高质量建
设自贸区自贸港的重要举措，也是儋
州提升综合配套能力、调整经济结构、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全市将
要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高标准建
设，高效率推进，争取把每一个项目建
成一流工程，全方位、全过程靠前抓服
务、抓落实，推动项目加快建设、竣工投
产，为今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实
现打下坚实基础。

海南西部商务中心等5项目开工

本报嘉积5月18日电（记者袁宇）5
月18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全
省各市县统一举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
式。在琼海分会场，琼海集中开工和签
约4个项目，涉及医疗健康、生态环保等
多个领域，总投资21.6亿元。

据了解，3个开工项目分别是海南
颖奕国际细胞医疗中心、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水质处理厂
PPP项目、2018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省级举借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自去年11月以来，琼海市共举办项
目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3批次，至目前
集中开工项目已完成投资3.5亿元，集
中签约项目总投资达103.8亿元，涵盖
基础设施、医疗旅游、新兴金融等领域，
其中不乏环保设施短板项目、教育医疗
民生工程项目，源源不断的项目投入撑
起了琼海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新天地。

琼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各项目
业主和建设单位要把工地当成赛场，赛
出项目建设的“新速度”“新成效”，把每
一个项目都建成一流工程、标杆工程。

海南颖奕国际细胞医疗中心等项目开工

本报文城5月18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潘高）5月
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文昌分
会场活动在文昌航天·现代城举行，现
场集中开工项目6个，总投资17.11亿
元；签约项目4个，涉及农业、基础设
施、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

集中开工的6个项目包括：海南
电网防风防汛应急救援基地、文昌市
饮用水源地及国（省）控断面河流周边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农村公路建

设工程文昌市窄路面拓宽道路工程、
文昌市北山水厂至同源东郊供水工
程、天伦酒店项目、嘉源饲料厂项目。
其中，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文昌市窄路
面拓宽道路工程项目计划拓宽道路51
条，总长309.56公里，按四级公路标准
建设。

集中签约项目4个，包括文昌航天
国际影视中心项目、海南海水稻万亩研
发示范基地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及水环
境治理项目和文昌南海岛国际游艇消
费中心项目。

农村公路窄路面拓宽工程等项目开工

本报八所5月 18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苏群）5月18日上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东方重
点项目开工及签约仪式在G98高速公
路八所出入口举行，再次掀起重点项目
建设热潮。东方市新开工的3个项目计
划总投资1.93亿元，将进一步夯实该市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助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四批）东方开工建设的3个重点项目包

括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及高速路出入口
园林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一期），总投资
2500万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项目，总投资1.57亿元；东方市城区
积水区域排水设施改造工程，总投资
1117万元。

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及高速路出入
口园林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一期）作为展
示东方城市形象重要窗口，承担着提升
城市整体形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
要功能。

抓项目建设改善城市形象

本报五指山5月18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董国豪）5月18日上午，五
指山市伟华养生项目和五指山市主城
区雨、污水管网完善工程项目集中开
工。

五指山市政府要求，各部门要加强
紧迫感，把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落实到
位，工作推进过程中勇于担当、敢于碰
硬，项目建设要保证质量，推进过程要
加强督查，进一步振奋精神，把工作做
细做实，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作

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新开工的五指山伟华

养生馆项目总投资4152万元，计划建
设一栋地上13层，地下1层，集康养、
养生餐饮、住宿为一体的酒店项目。另
外一个项目则是五指山市主城区雨、污
水管网完善工程项目，总投资6944万
元。项目计划建设排污管道总长
17469米，化粪池747座，雨水管道总
长1548米，项目建成后，在主城区雨、
污水处理能力大大提升。

主城区雨污管网完善工程开工

本报万城5月 1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鹏）5月 18日，按照省委、省
政府统一部署，全省各市县统一举行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在万宁分会场，万
宁前海人寿妇女儿童医院项目、东兴医
院精神病区病房及院区改造项目、万宁
市东和小学教学综合楼及食堂和学生
宿舍项目、万宁市东澳镇凤岭村委会生
产基地沙地土壤改良和配套水利设施
项目等 4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

16.09亿元。
据介绍，万宁分会场这次集中开工

的4个项目主要涉及医疗健康等产业性
项目，以及教育、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
工程。

万宁将严格按照“六个一”工作机
制，实行项目责任市领导靠前指挥、统
筹协调，项目责任单位主动服务、一线
落实，从要素保障、跟踪服务、问题解
决、督促落实问责等方面为项目给予有
力保障。

开工项目以医疗健康业为主

本报抱由5月1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者林东）5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乐东分会场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抱由镇举行。本次开工项目3个，总投
资11.5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24亿元；集
中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21.8亿元。

乐东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分别为：龙栖
湾新半岛酒店度假村项目，总投资10.8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1.5亿元；县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建设项目（雪亮工程一期），总投资
0.3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0.34亿元；乐东
11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总投资0.4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0.4亿元。
本次集中签约项目包括：乡村振兴

产业带动（保国）示范村项目，总投资0.5
亿元；中和龙沐湾沣润康养项目，总投资
16.8亿元；中扶首村燕溪堂“印象·乐东”
文旅艺术小镇项目，总投资4.5亿元。

乐东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抓好
项目建设就是抓住了乐东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全县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增强政府执行力，以最大的诚
意，最大的努力，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
式”优质服务，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式”服务

本报金江5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 通讯员叶上荣）5月18日，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澄迈分会场活动在
澄迈县大丰镇福山油田举行。现场集中
开工的项目6个，总投资18.95亿元，其
中，2019年度计划投资6.01亿元；集中签
约的项目9个，签约项目总投资9.1亿元。

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福山油田
2019-2021 年增储上产项目、海南檀
溪三期90万吨/年矿渣微粉扩建工程
项目、澄迈城镇污水截流治理及收集
管网工程、县道改造工程文儒镇长安

至石浮公路、老城开发区污水和供水
管道连接工程、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
项目（一期）。其中，福山油田 2019-
2021年增储上产项目，总投资12.59亿
元，建设内容包括119口油气水井及相
应油气水井井场49座，油气集输管线
80公里，10千伏供电线路 35 公里和
45公里进场道路等配套工程。

签约项目包括海南中学美伦校区、
威纳精酿啤酒项目、呼叫中心项目、军民
融合项目、游戏项目、电商服务平台项
目、电影拍摄发行基地、大数据云计算项
目等。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工程等项目开工

本报临城5月18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王婧 符科丘）5月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临高分会场集中开工两
个民生项目，涉及教育和环保方面。

开工的两个项目分别为临高县临城
镇城北中心幼儿园和临高县加来镇污水
处理厂项目，两个项目总投资15144.31
万元。其中，临高县临城镇城北中心幼
儿园总投资1646万元，工期9个月，预
计2020年2月完工，计划学位360个，
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幼儿上学难的问
题；临高县加来镇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

资13498.31万元，工期历时540天。
临高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临高县委、县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
建设作为强投资、稳增长的主抓手，作
为推动临高经济快速发展的主阵地，着
力完善推进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一批
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为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
5月18日集中开工的项目涉及教育、
环保等民生方面，各项目业主、各建设
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敢于担当作为，
按照“六个一”责任机制的要求，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

教育环保两个民生项目开工

本报定城5月 18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5月18日，
定安县举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
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定安分会场活动。

据了解，定安集中开工项目3个，项
目计划总投资6015万元，分别为田洋公
园文体广场图书馆及博物馆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7050平方米，以及配套建设
室外给排水、室外电气、室外绿化、室外
场地硬化、道路等工程，计划总投资

3534万元。富文镇大里村饮水巩固提
升工程等6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
建管道11103米，5座机井，1座大口井，
10座水塔、16座泵房等，计划总投资
1222万元。石龙水库周边6个村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
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约13050米，检查井
546座，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6座，以
及配套相应的宣传牌、围墙、绿化、土建
构筑物工程，计划总投资1259万元。

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等项目开工

本报屯城5月 18日电（记者郭畅
特约记者邓积钊）5月18日上午，屯昌
县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仪式在坡心镇举行，开工建
设项目共3个，计划投资14756万元，涉
及水利、农田、环保等，全年计划开工21
个项目，投资10亿元。

2019年，屯昌县将围绕产城融合、
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两大发展战略和农
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健康养生旅游

三大支柱产业，全年计划集中开工21个
项目，投资10亿元，涵盖十二大重点产
业、五网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屯昌5月18日开工的项目
是今年第二批，共有3个，分别是：新吴
溪治理工程（坎头河段ⅠⅡ期）项目、
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海南天瀚生态环保
研究院，3个项目计划投资14756万元，
今年计划投资6700万元。

引资发展水利环保产业

本报椰林5月18日电（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5月18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陵水分会场活动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孟果坡加油加气站服
务区项目现场举行。该县第四批集中
开工项目共5个，以五网基础设施、生态
环保设施项目为主，总投资1.5亿元。

陵水第四批集中开工项目包括：群
英乡祖空大桥工程、椰林镇勤丰村、城东

村、华北村、桃园村、桃源村5个村庄路
灯建设一期工程、椰林镇创建全国卫生
县城整治黄土裸露及配套设施工程（一
期）、英州镇赤岭村污水收集管网工程、
陵水孟果坡加油加气站服务区项目。

“各项目单位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层层压实责任，攻坚克难，主动
作为，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问
题，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该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推动基础公共设施完善

本报石碌5月 18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李德乾）5月18日上午，按照
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昌江黎族自治县
与全省各市县同步统一举行了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仪式。其中亿铭香洲等3个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2.66亿元，此外昌江
2019至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也

进行了现场签约。
据了解，此次昌江第四批集中开

工的项目分别为亿铭香洲项目、昌江
核电输水管线切改工程和海南核电基
地拦污及消浪项目，总投资2.66亿元，
其中2019年计划投资0.87亿元；项目
的建设将为昌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
的动力。

项目建设提供发展新动力

本报营根5月18日电（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陈欢欢）5月18日上午，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琼中分会场活动，现场集中开工2
个教育、医疗项目。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天开工的
教育项目为6所幼儿园新扩建工程，包

括新进幼儿园、长征幼儿园、湾岭中心
幼儿园、上安中心幼儿园、红毛中心幼
儿园、和平镇长兴幼儿园，总投资5500
万元，建成后可提供1740个学位，计划
于2020年12月完成；医疗项目为琼中
基层医疗标准化建设工程，涉及23所
基层卫生院，总投资7718.66万元，计
划于今年12月完成。

将新扩建6所幼儿园

本报保城5月 1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黄立明）5月1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
活动，在该县七仙岭自来水和温泉水供
水工程项目工地举行。该县3个民生项
目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

据了解，保亭参与第四批集中开工

的项目为：七仙岭自来水和温泉水供水
工程、南林乡中心幼儿园、六弓乡中心幼
儿园项目，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今年
预计可完成投资2400万元。

随着七仙岭自来水和温泉水供水工
程的项目落地实施，将进一步改善七仙
岭温泉度假区各大酒店的供水条件，为
游客提供更加贴心的雨林温泉体验。

开工项目突出民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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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5月 18日电（记者曾毓
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符俏剑 农丽
圆）5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白
沙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启动。当天，
白沙实验学校、白沙提升电网供电保障
电力廊道建设工程两个项目同时开工。

据悉，白沙实验学校位于牙叉镇环

城路南侧（县城），主要包括A综合楼（建
筑面积8500㎡）、B综合楼（建筑面积
3500㎡）、学生以及教职工宿舍、食堂、标
准田径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及
其他工程，计划总投资为5000万元。

此外，另一项目提升电网供电保障
电力廊道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为3102
万元。

白沙实验学校开工

本报临城5月18日电（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李骁可）5月1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仪式农垦分会场活动在海垦
草畜集团产业项目开工现场举行。当
天，海南农垦共集中开工3个项目，总投
资6.52亿元，签约项目4个。

3个项目分别是300万只蛋鸡全产

业链项目（一期100万只）、海南天然橡
胶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和珍稀树种保
护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据悉，此次开工和签约项目，既有省内
外知名企业合作开发项目，也有农垦下属
企业自主投资谋求产业结构调整的项目，
对于垦区农业产业品牌打造、带动职工就
业和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集中开工3个项目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岳海关）5月18日上午，海
口市人民政府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补
充合作协议项目。根据协议，兖矿集团
将在海口江东新区设立区域总部，同时
设立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项目建设
期限为5年，计划2023年前完成50亿
元人民币规模投资。

兖矿集团是以矿业开采、高端化
工、现代物流和工程技术服务为主导产
业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唯一一家
拥有境内外4地上市平台的煤炭企业。

据介绍，兖矿集团与华能集团、泰
中集团在海口注册成立兖矿（海南）智
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和华能供应链平
台科技有限公司。

将在海口江东新区设立区域总部白沙 海南农垦 兖矿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