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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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王培琳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持续释放
巨大吸引力，多家央企总部或区域总部
竞相入驻海南，纷纷表示将加大投资海
南的力度。

7月18日上午，中国铁建西南区域
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铁建海南
总部总经理金跃良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仪式上表示，海南省当前已成为各大
央企投资的热土，公司将全面落实深耕
海南的责任和使命，进一步发挥中国铁

建全产业链优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紧
抓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史机遇，用一个又
一个“精品工程”助力海南自贸区建设。

据透露，目前中铁建系统在海南省
内在建项目97个，项目总投资412.14亿
元，开累完成产值119.89亿元。承建的
项目包括海口日月广场、三亚海棠湾国
际购物中心、文昌卫星发射基地、三亚国
防工程、吊罗山旅游公路、博鳌通道工程
等多个重点项目。

金跃良说，中国铁建积极推进海南
高速铁路以及文琼高速公路、文昌卫星

发射基地等重点工程建设，有效践行了
中国铁建“扎根海南、服务海南”的承
诺。去年4月，海南迎来了建设全岛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新机遇，中国铁建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
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
建设集团之一，具备了完整的全行业产
业链。中国铁建作为央企，非常荣幸参
与到这一伟大进程中来。为此，中国铁
建成立了海南总部，并专门成立了海南
投资公司，深度对接海南省委、省政府建
设规划，负责岛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设计、建设、管理和运营。

“中国铁建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积极引入新的投资模式和建设理念，
发挥企业产业链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
势、管理优势，并与海南省优越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充分结合，全面参
与海南自贸区、海口市江东新区、‘海澄文’
及‘大三亚’一体化等建设，与海南省和各
市县、省属国企加强合作，用质量过硬的

‘满意工程’、区域标杆的‘精品工程’和政
企合作新模式下的‘样板工程’，为海南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金跃良表示。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中国铁建西南区域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金跃良：

用“精品工程”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广告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0年，是教育部备案公办性质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连续三届荣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和连续三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的院校。

一、招聘岗位
热带农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工业与信息学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中加学院）副院长、教务处（教学评价中心）处长等21个

岗位向社会招聘，具体岗位详见学校网站（http://www.hcvt.cn）招聘公告。
二、薪酬福利
薪酬面议，待遇从优；“五险一金”、免费体检、培训机会和各类奖励等；优秀人才可协议年薪制，符合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条

件的，可享受高层次人才引进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租房补助等优惠政策。
三、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7月23日（优秀人才可随时联系报名），报名材料发送至rlzyb@hcvt.cn（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联

系人：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人力资源处杨老师，0898-31930808,18608971526。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诚聘人才 通 告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八灶社区行政辖区内的八灶村居民:

根据滨海街道工委关于成立八灶社区八灶村居民小组的工

作部署，八灶社区居委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筹备成立八灶村居民小组。因我社区八灶村居民因拆迁

迁至各地居住，为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现要求所有属八灶社

区行政辖区内的拥有八灶村户籍的居民(年满18周岁且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即2001年7月前出生的居民)于2019年7月19日至

28日拿户口本到八灶社区居委会进行选民登记，逾期视为放弃。

(八灶社区八灶村选民登记日期以登报时间为准)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八灶社区居委会

2019年7月1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438号

申请执行人海南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省扶
贫工业开发区总公司土地使用权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6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南省扶贫工业开
发区总公司协助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北侧海南省扶贫工业开
发区内面积为6318.5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4)第000033号]过户登记至海南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
本院强制执行将上述土地过户至其名下，如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
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26452

本报文城7月18日电 （记者孙慧
通讯员李继红）7月 18日，我省松涛水
库等10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
工仪式在文昌市湖山水库举行，该项目
范围包括儋州、澄迈、万宁、文昌、海口、
琼海、东方7个市县，总投资3.16亿元。

我省共有86宗大中型水库，除了小

部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后水库安全
状况较好外，大部分已经开展过除险加固
工作，但受限于设计阶段投资控制，以及
地方配套资金未足额到位等原因，部分大
中型病险水库未能按照设计完成除险加
固工作，仍存在遗留问题。近年来，我省
汛期台风暴雨频发，部分水库存在薄弱环

节，导致洪水暴雨灾害损失时有发生，水
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趋显现，继续对存
在薄弱环节的水库实施维修维护，部分大
中型水库需要再次开展除险加固。

此次纳入除险加固工程的10座大
中型水库包括：松涛水库、八角水库、湖
山水库、嘉积大坝、高坡岭水库、万宁水

库、美万水库、福山水库、中平仔水库、风
圯水库，建设内容包括溢洪道改造、主坝
坡面排水、发电厂维修等内容。该项目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施工建设，总投资3.16亿元，工程
计划工期180天，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
提升我省大中型水库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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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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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式上，海口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宣布开工建设。预计
至2019年末，该项目总投资额1.44
亿元，总计建设充电桩 2221 个，满
足1万台以上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该项目总计建设充电桩数量2221
个，其中直流桩766个、交流桩1455
个，建设总功率5.6万千瓦，总投资额
1.44亿元，建成后可以满足11105台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项目集中分布在
龙华区、秀英区、美兰区、琼山区，选址
主要以公园、公共类停车场，医院及海
口市各党政机关停车场为主，建设期
限为2019年7月至12月。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戴瑞）7月18日上午，海南全
省各市县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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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作为海口市集中开工的重要项
目之一，中国联通海南智慧大厦新建工
程项目在海口市长流起步区2401号地
块分会场同步举行开工仪式。

中国联通海南智慧大厦项目占

地总面积约1.35万平方米，规划总建
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
新建工程项目（一期）规划总建筑面
积约4.29万平方米，是集办公、营业、
网络集中监控等一体的现代化综合
通信大楼，将建设成中国联通产业互
联网基地，为海南提供业界领先的产
业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快“数
字海南”“智慧海口”的建设进程。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日前，海口市
政府与西班牙波菲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波菲建筑设计公司）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波菲建
筑设计公司将在海口设立分支机构及
区域性总部，并为海口市江东新区建
设提供建筑设计服务。

此次签约，标志着波菲建筑设计
公司成为首家落户海口的国际知名建

筑设计公司，也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以来落户的最大的国外建筑设
计公司。

波菲建筑设计公司副董事长里卡
多·埃米利奥·波菲说，该公司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城市规划设计等方
面不断拓展同海口市的合作范围和领
域，深度参与城市发展建设，助力城市
风貌设计提升，让海口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更具“国际范”。

海口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开工
今年底可满足超1万台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我省10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

项目总投资3.16亿元

中国联通海南智慧大厦开工

西班牙波菲建筑设计公司落户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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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开工

近两月新增市场主体3万户

今年以来39家重点企业开业

◀上接A01版
采矿业、制造业、国际组织、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增幅最大。

截至目前，全省市场主体81.2万
户。其中，企业28.6万户，占全省市
场主体总量的35.15%（私营企业23.5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82.28%，外资企
业0.35万户，占企业总量的1.1%）；个
体户52.6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总量

的64.84%。
据了解，海南e登记平台运行顺

利，目前正在测试登记变更业务，逐渐
开通全类型商事主体各类登记注册业
务。我省积极推进全省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改革工作，拟于9月底前，实现全
省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
正在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工作，
进一步破解“准入不准营”等问题。

◀上接A01版
中船亲唐（海南）循环经济产业园有
限公司、太平洋通用航空（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开
元国际邮轮股份有限公司、中粮油
脂（海南）有限公司、三亚伊诺华电
动方程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国网

（海南）企业总部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大唐集团太阳能产业有限公司等
9 个招商项目，均已开业运营。其
中，现代服务业6家、高新技术产业
3家。

据了解，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我
省计划在下半年举办8场招商活动。

活动亮点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爱在槟榔谷——激情2019

槟榔谷第三届七夕相亲盛典免费招募70名“有情人”
“爱在槟榔谷——激情 2019”。为欢庆一年

一度的七夕佳节，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第
三届七夕相亲盛典将于8月3日至5日举行，即日
起面向社会免费招募70名“有情人”。此次招募
活动将通过景区微信公众号进行，招募单身男女
各35名。

据了解，槟榔谷景区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七夕
相亲庆典活动，吸引越来越多单身男女青年前来体
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吸取往届活动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今年的活动在规模阵容、趣味互
动、浪漫体验等方面创意频出，同时融入爱国情怀主
题，让本届七夕相亲盛典更具广度和深度。

槟榔谷景区负责人介绍，七夕相亲活动已经成
为槟榔谷的“节庆品牌”，今年景区经过精心策划筹
备，向社会亮出“相亲联谊”这张亮丽、雅致的名
片。景区也将营造出特有的民族文化浪漫气息，推

出至善至美的温馨服务，让有情人在这里相识、相
知、相亲，最后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爱在槟榔谷—激情2019”
第三届线上招募

1、招募时间：截至8月1日；

2、招募范围：不限地域；

3、要求：年龄在20岁至35岁之间；文化水
平需在大专学历以上；确保本人身心健康，无
不良嗜好，单身未婚。

4、报名方式：关注槟榔谷微信公众号，回
复“2019七夕”，即可获取报名详情。

（策划/易建阳 撰稿/易建阳 潘达强）

第二届七夕相亲活动现场。

一、清凉一夏，嬉水狂欢
七夕相亲盛典开幕式当天，槟榔谷景区三月三广场将举办隆重的七夕取圣水仪式。届时，

招募入选的70名单身青年将与中外游客一起，欣赏到大型民族歌舞表演，参与水池大闯关、水
上拔河、水上赶椰子、嬉水狂欢等水上嘉年华活动，在炎炎夏日感受槟榔谷的清爽与激情。

二、山盟石约，邂逅情缘
在相亲活动持续的2天2晚中，槟榔谷景区还将为单身青年们营造不同情景的“相亲”互

动：簸箕餐茶话会，在趣味游戏中感受初次相遇的悸动；七夕篝火晚宴中，情歌会和烟火秀交
织的绚丽夜空，将为有情人营造浪漫的表白场景。

古有“鹊桥相会”，今有“七分钟约会”。活动中，35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单身青年，将相约于
景区甘什黎村，在百年古树下表达对彼此的欣赏与爱慕，在山盟石前喜缔一段美好情缘。

三、红歌MV，歌唱祖国
70名“有情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美好难忘的日子里，单身青年们将以快闪的

方式，在景区七大文化体验区录制大型经典红歌MV，展现黎族苗族同胞在新时代的幸福生
活，表达年青一代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