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营根7月18日电（记者李梦瑶
见习记者谢凯 通讯员黄鹏 吴佳琪）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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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琼中分会场活动，总投资3.2亿
元的燃气管道项目现场开工，项目内容包
括琼中县辖区内城区、乡镇及农村中压管
网铺设，气源站建设及户内管网施工。

近年来，琼中把服务重大项目落地作
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投资的重要举措，紧

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五网”基础设施、生态
建设等领域，精心谋划、储备了一批重点
项目，制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三年滚动
计划，全县校园游泳池建设、县城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等12个项目成功列入全省
前四批集中开工项目，琼乐高速建成通车，
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等省、县重点项目顺利
竣工投产，为推动琼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燃气管道项目开工建设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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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7月18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在海口国家高
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威特低碳制造
产业项目现场举行。海口现场集中开
工和签约33个项目，项目涵盖5G技
术、高新技术、医疗健康、互联网、建筑
服务业、低碳制造、娱乐等产业。

据悉，海口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17个，总投资88.1亿元。其中社会投
资项目10个，投资额71.1亿元；政府投

资项目7个，投资额17亿元。7个政府
投资项目中，包含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
公园（二期）、海口市南片区一期水系生
态修复工程两个生态修复项目。集中
签约的项目共16个，其中建设新一代
5G智能网络，是此次签约项目的亮点。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
市各级各部门将对标项目，优化建设环
境。深入开展“三服务”活动，建立市领
导“一对一”服务企业项目和“企业秘书”
制度；纵深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
在用地、审批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三亚7月18日电（记者林诗
婷）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三亚分
会场活动在三亚市大悦城环球中心项目
现场举行，标志着三亚CBD建设正式破
土动工。当天三亚集中开工10个项目，
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等主导产业方向，积极吸引名企、名校落
地，同步举行了与11家企业、高校的签
约仪式，合作内容达35项。

当天，三亚集中开工项目10个，涉
及旅游、科技、基础设施、民生、生态环保

等多领域。同时，三亚还与中央财经大
学、江苏太平洋美诺克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俄罗斯艾菲航空等11家企业及高校
进行现场签约，在国际航空、旅游服务、
投资贸易、金融保险、教育科技等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继腾讯、商汤科技等
前沿科技企业落地后，三亚再迎来“AI国
家队”企业——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协议，该企业将在三亚打造语言无障
碍示范区，开展政务服务领域的合作、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试点工作等。

本报那大7月18日电（记者周月
光 特约记者李珂）7月18日，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儋州分会场，儋州市总投资
42.8亿元的6个项目集中开工。

据了解，此次儋州市集中开工6个
项目分别是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
项目、海南电影学院项目、儋州市东三路
市政工程项目、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一期
二区项目、儋州庞玉颜实业有限公司木
材精深加工项目、富森木业扩建项目。
其中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

总投资约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为10
万多平方米，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
馆、室外运动场地、道路、广场及绿化等
配套设施工程，计划2021年12月竣工。

这些项目的实施建设，将对儋州市
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城市能级、壮大经济
总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儋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儋州要
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儋州全方位振兴的
根本抓手，儋州市委、市政府将秉承亲商、
重商、扶商的理念，为项目建设、为企业发
展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嘉积 7月 18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路遥）7月18日，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琼海分会场活动举行。当天，
琼海集体开工、签约5个项目，其中集
体开工项目4个、签约项目1个。现场
还举行了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项目奠
基典礼。

据了解，此次4个集中开工的项目
包括，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区域内建设
项目—文体板块一期、基层卫生院标准
化建设门诊综合楼装配式建筑项目、海

南省农村公路六大工程琼海市自然村
通硬化路工程（大路镇项目、阳江镇项
目、万泉镇项目）、博鳌成美国际医学中
心项目（二期），投资金额28.1亿元。
签约项目为博鳌留客村（蔡家宅）文化
旅游区项目。

琼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集体
开工和签约的项目集中展示了琼海市
招商引资的阶段性成果和项目推进的
良好态势，对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加快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进
程，必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报文城7月18日电（见习记者余
小艳 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7月
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文昌分会场
活动在文昌航天·现代城举行。文昌市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12个，总投资10.9
亿元；签约项目4个。

开工项目涉及商业综合体、水库等
基础设施及公共住房建设等，包括八角
水库、湖山水库、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业务
用房项目、文昌市青山岭存量生活垃圾
治理项目、文昌市自然村光网建设项目、

华塑科技新材料生产基地等。签约项目
4个，包括文昌文城旧城棚户区改造项
目、海南铺前大院项目、百所名校校友康
养教综合项目和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战略合作协议。

文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文昌市把项目建设作为产业转型、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积极推进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已成功招商签约
20多个产业项目，协议总投资达68.4亿
元，前4批集中开工项目已完成投资计
划的103%。

本报万城7月1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鹏）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万宁分会场活动举行。当天万宁市共
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2个项目集中签
约。其中，5个开工项目总投资达9.95
亿元，包括1个产业基地项目，1个酒店
项目和3个污水连通工程。

据了解，此次5个集中开工的项目
包括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项
目、万宁市2号泵站至污水输送主管道
工程项目、万宁市大茂片区污水连通工

程项目、海南国际养生城一期君澜度假
酒店项目、万宁市乌场片区污水连通工
程项目，总投资达9.95亿元。

万宁市还与中能建（海南）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三亚市政府签订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这批
项目的签约、实施和投产，不仅对加快万
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稳定
全市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城市整体功能、保障改善民生也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八所7月18日电（记者刘梦
晓）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东方
分会场宣布，该市2个项目开工建设，计
划总投资60.6亿元，签约项目1个。

东方分会场集中开工的项目为东
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和海垦广坝农
场公司华侨四队耕地开垦项目。其中
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总投资约
60亿元，今年计划投资7亿元；海垦广
坝农场公司华侨四队耕地开垦项目，总

投资 5985.26 万元，今年计划投资
5496.15万元。签约项目为八所中心
渔港升级改造+渔业风情街PPP项目。

接下来，东方市将继续打造透明、公
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简化审批程序，全面落实“不见
面”审批和联合审批制度，审批职能部门
要强化“主动靠前、精准指导”的服务意
识，打好主动仗、当好店小二，做到企业
需求快速知道、政府服务快速到位，为项
目建设营造更优环境、提供更强保障。

本报抱由7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乐
东分会场宣布，该县5个项目开工建设，
计划总投资7.83亿元。

乐东分会场集中开工的项目为：
乐东黎族自治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三馆合一”项目；乐东第一小学建
设项目；乐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装配式业务用房项目；乐东龙
栖湾智慧海洋牧场项目（一期）；乐东

金钱树示范项目。
据了解，2018年以来，乐东坚持以

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先后集中开工和
签约项目共30个。

“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我们将继续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
式’优质服务。”乐东县委、县政府有关负
责人表示，要通过抓项目调优产业结构，
在重大项目审批、土地供给、资金统筹、
人才配置等方面全心全意搞好服务，努
力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本报金江7月18日电（见习记者
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7
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澄迈分会
场活动在澄迈县委党校项目现场进行。
澄迈县本次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12
个。其中，集中开工的项目3个，总投资
1.912亿元；签约项目9个。

据悉，集中开工的项目3个，包括澄
迈县委党校建设项目、海南生态智慧新
城（南二环路—智慧新城）给水管道接入

及给水加压泵站工程项目、海南生态智
慧新城（智慧新城—南二环路）污水管道
接入工程项目。

同时，现场还集中签约了金马物流
中心基础设施及不动产投资项目、福山
咖啡文化风情镇不动产投资及运营项
目、海南自贸区亚美尔果蔬有限公司果
蔬深加工项目、海南祥熙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际精品石材园项目、北京力迈
教育集团澄迈县老城力迈中美学校项目
等9个项目。

本报临城7月18日电（记者张惠
宁）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临高
分会场宣布，4个民生项目集中开工建
设，分别是临高县中医院康复住院楼项
目、临高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项目、
临高多文镇镇墟改造工程项目和临高
新盈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4个项目共
计总投资3.07亿元。

临高县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当地公共医

疗服务设施。当天开工建设的临高县
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项目建设总建筑
面积15318平方米、临高县中医院康复
住院楼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8295平方
米，两个医院项目建设工期均为2年，
计划于2021年7月竣工交付使用。临
高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县人民医院
内科住院楼项目交付使用后，临高县人
民医院在硬件设施就具备了申请三甲
医院评估的条件，将促进当地医疗卫生
条件的提高和完善。

本报定城7月18日电（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7月18日，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定安分会场活动，在定安新世
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举行。此次集中
开工的项目共6个，总投资16.36亿元。

据悉，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定安新
世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定安220KV
平和输变电新建工程、定安传统村落保
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定安县同路单采血
浆建设、定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

建设、定安燃气下乡气代柴薪一期等。
定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
动对标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求，全力以
赴抓项目、促投资，争取开工一批、强力
推进一批、全面建成一批、策划储备一
批，为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扛起定安
担当。

今年以来，定安努力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已开工建设了19个项目，截至
目前，完成投资1.25亿元。

本报屯城7月18日电（见习记者
谢凯 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者邓积钊）7
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屯昌
分会场活动在屯昌县商会大厦项目现场
举行，现场集中开工2个项目，总投资
1.89亿元，签约1个项目。

集中开工的2个项目为屯昌商会大
厦和屯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项目（一期），其中商会大厦为屯昌各企业
家众筹项目，是集办公、商业、金融为一体

的综合性大厦，也将成为屯昌县城一座标
志性建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项目（一期）涵盖该县各镇村的卫生院新
建与改造工作，是屯昌县落实海南省基层
卫生医疗工作的重要民生项目。

当天，现场还签约了海南崂滨精酿
啤酒厂项目，这也是屯昌首个签订先租
后让对赌协议的招商项目。

自去年11月以来，屯昌先后启动4
批自贸试验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
活动，累计开工和签约12个项目。

屯昌 一座综合性大厦开工建设

本报椰林7月 18日电 （记者邓
钰 通讯员胡阳）7月18日，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陵水分会场活动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英州镇举行，集中开工3个项
目，总投资5.67亿元。

据了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陵水坚守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坚持投资
强度标准，严格做好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的遴选工作。经过严格筛选，此次共有3
个项目集中开工，其中产业项目2个，分

别为中国海南国际高铁技术研究中心及
培训中心，总投资3.8亿元；壹品恒海苑
二期项目，总投资1.5亿元。民生工程为
文罗镇镇域自来水管道修复工程，总投
资3103万元，计划2019年底竣工投产。

2018年以来，陵水以项目建设为
重要抓手，先后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
共29个。陵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县各乡镇、各单位要加快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以项目建设助力海南自贸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两个产业项目总投资5.3亿元陵水

本报保城7月18日电（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黄立明）7 月 18日，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保亭分会场活动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农垦小镇街
景整治项目现场举行，当天集中开工
项目5个。

当天，保亭第五批集中开工的5个
自贸区项目分别为：响水农垦小镇街
景整治项目、什玲雨林特色小镇街景
整治项目、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封

场治理工程、新政水厂供水巩固提标
改造工程和响水镇大本农贸市场建设
项目，计划总投资0.93亿元，今年预计
可完成投资0.44亿元。

此前，保亭已经组织开展了4批自
贸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共
集中开工21个项目，总投资2.82亿元。
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0.2亿元，2019
年度计划投资2.41亿元，截至6月底已
完成投资0.98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
40.7%。

小镇街景整治等项目开工保亭

本报牙叉7月18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林燕妮）7月 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
开工和签约白沙分会场活动，在白沙
中学科技综合楼项目现场举行。

当天开工的 4 个项目分别是白
沙中学科技综合楼项目、白沙残疾
人康复设施和综合服务设施项目、
白沙爱贝尔幼儿园建设项目、白沙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装配

式建筑工程，涉及教育、医疗、民生
保障等领域。

近年来，白沙始终把项目建设作
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相继落地建设，特别是自去年以来
与全省同步开展4次项目集中开工共
计11个项目。截至目前，2个项目已
完成并投入使用，9个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

本报洋浦7月18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郝少波）7月18日，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洋浦分会场活动，在海岛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项目施工现场
举行。当天洋浦共有3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3.81亿元，涵盖新型建筑材
料、饲料加工和热力供应领域。

此次洋浦集中开工项目分别为洋浦
海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项

目、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司年产24万吨
饲料项目，以及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新奥泛能微网一期项目。其中海岛实
业新型建筑材料项目将以环境科学、胶凝
材料、水泥基复合材料、新技术材料等领
域为研发方向，铺开新型材料的使用。

洋浦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洋浦将
大力弘扬“快准实好”工作作风和“店小
二”精神，为投资者提供政策服务、便利
条件和法治保障。

开工项目涵盖5G技术等领域

开工项目投资金额28.1亿元

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开工 县委党校等项目集中开工

CBD建设破土动工

商业综合体等项目开工

“三馆合一”项目开工建设

燃气下乡气代柴薪等项目开工

4个开工项目涉及教育医疗领域

“一场两馆”等6个项目集中开工

5个开工项目总投资9.95亿元

开工项目“科技味”足

海口

琼海

东方

4个重点民生项目集中开工临高

本报石碌7月18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陈家漠）7月18日上午，在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
中开工签约昌江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海南
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
海南核电基地拦污及消浪项目、2019年
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3个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约67.6亿元。

此次开工的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
堆科技示范工程和海南核电基地拦污及
消浪项目，将进一步拓展昌江的清洁能

源应用格局，同时助推城市发展转型。
而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将提升9
处乡镇基层卫生院的医疗水平，为当地
医疗水平发展提供“催化剂”。

去年以来，昌江新能源产业发展迅
猛，当天正式动工的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
科技示范工程以及将于11月18日开工的
核电二期项目，都将进一步拓宽昌江的清
洁能源产业链，在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了强大“引擎”的同时，助推昌江资源枯
竭型城市的转型升级发展。

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工程开工昌江

三亚

文昌

乐东

定安

白沙

儋州

万宁

澄迈

洋浦

跑好项目建设“接力赛”积蓄持续发展新动能◀上接A01版
发改委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按照“一园
一策”的原则，高水平规划建设园区，锲
而不舍抓好招商引资，壮大与引进市场
主体，把产业“育”起来、“壮”起来。

中核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杨长
利表示，核能作为清洁、安全、经济、高效
的能源，完全契合海南省打造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的发展方向，海南核电1、2号机组投运
以来，极大地缓解了海南过去缺电的情

况。目前，海南核电二期项目准备工作
进展顺利。

提质升级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整体景观
提升工程（一期）、崖州湾科技城产业

促进展示中心项目等开工，推动科技
城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国海南国际高
铁技术研究中心、大悦城环球中心等
一批央企投资的产业项目启动建设；
集中开建松涛水库等 10 座大中型水
库除险加固项目……

透过一批又一批优质产业项目
及“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基础不
断得到夯实。

符宣朝说，从项目类型上看，此次
集中开工项目类型涵盖了产业发展、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服
务等领域，项目质量进一步提高，带动
能力进一步增强。其中：产业发展项目
35个，总投资173亿元；“五网”基础

设施提质升级项目 32个，总投资 107
亿元等。

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将投资建设
威特低碳制造产业项目，其中一期已竣
工投产，二期于今年7月18日开工，预计
2020年完成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
为自贸区自贸港电力基础设施、运维、保
障的重要基地。该公司总裁万伟年表

示，公司将坚定不移当好“海南电工”，推
进科技创新，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
智能制造步伐，助力海南省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杨长利表示，在海南省的大力支持
下，中核集团将主动融入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之中，打造海南核特色产业科
技城，形成东有文昌航天科技城，南有三
亚深海科技城、西有核特色产业科技城
的局面。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