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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现场特写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连日来，我
省各市县、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确保全
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项改革政
策全面落实”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会议
精神。各部门、各市县表示，将坚决按照
省委部署要求，聚焦“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一切
资源潜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

海口：
制定16项措施落实工作任务

8月18日下午，海口市委、市政府正
式印发《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全面
落实“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16条工
作措施，涵盖加快推进“多规合一”改革、
加快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投
资增速由负转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抓好财税征管工作、坚
决打好脱贫攻坚战、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动
园区创新发展等方面。《实施方案》还包

含两份重点任务清单，将16条工作措施
细化成85项任务，并明确了具体责任领
导和责任单位。为确保《实施方案》落到
实处，海口将成立百日大行动指挥部，负
责统筹协调落实“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各项工作。海口市委组织部将把百日大
行动各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
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单位年
度绩效考核。对在此期间表现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彰，对推动不力的
单位及其负责人给予警示问责。

儋州：
加快推进13个新增消费项目

8月 18日下午，儋州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审议通过《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百日
大行动儋州执行方案》。《方案》提出，实
行清单化管理，划出时间表，制定路线
图，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分解到
356个具体项目上；提出千方百计促进
和扩大社会消费，加快推进西部汽车销

售中心等13个新增消费项目的落地和
施工进度，高水平办好儋州马拉松、环岛
自行车赛、儋州调声节等10项品牌节庆
赛事，启动2个城市更新大项目，对那恁
路夜市进行提质升级，建成华海夜宵城；
要形式多样策划项目和招商引资，争取
下半年签订10个涵盖城市更新、特色小
镇、旅游景区等方面的招商项目意向性
协议，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亿美元；
要想法设法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加快推动1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新增8个规模化农业产
业项目，力争落地2个深海养殖项目。

琼海：
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

琼海市提出，要全力以赴抓好项目
建设，按时间节点完成“五网”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市文体中心等重点
民生项目。严格执行市领导联系服务
重点项目责任制和任务清单制，围绕集
中开工和签约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加

强政务服务，提高审批效率。抓好“9·
18”“11·18”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力争
实现全年投资增速“转正”。持续办好

“美食购物嘉年华”“潭门赶海节”“更路
簿国际帆船赛”“博鳌国际时装周、音乐
节”等大型文体旅会活动，推动消费升
级。谋划推出一批“夜游、夜市、演艺、
酒吧”等“夜间经济”活动和消费产品，
争取将博鳌滨海酒吧街列入允许通宵
经营场所，打造“夜间经济”亮点。深入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加快
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
厕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博鳌
永久免税店落地建设。同时持续加大
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为全市经济发展积
蓄后劲和潜力。

澄迈：
争取引进一批优质项目

澄迈县提出，将积极参加厦洽会、西
洽会、科博会等招商活动，争取引进一批
优质项目，狠抓项目招商和建设，特别
是抓好中海油海南码头后方陆域扩建

等4个油气服务项目前期工作，加快生
态智慧新城基础设施建设，抓好百度生
态村等4个百亿级产业项目。与此同
时，将深化和推广“极简审批”改革，探
索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法定
机构+市场主体”运营模式，制定“一园
一策”，推进“项目进园区、让园区说了
算”。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当今世
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坚持问题和需
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全力推
进制度创新，争取一批创新制度在全省
乃至全国推广。

省教育厅：
全力推进教育重大项目建设

省教育厅提出，将全力推进教育重
大项目和民生项目建设，力争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大学园区的深海公共实验平
台11月18日正式动工，同时全面启动
过渡期办学场所装修，争取年底前4所
左右高校在该平台正式落地运行。力
争陵水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年内启动
规划设计并同步启动试验区路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哈罗公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澄迈附属学校、上海外国语
大学三亚附属学校等优质学校建设，争
取2020年9月正式开学招生。督促各
市县加快新建改扩建30所公办幼儿园
和新建100个中小学游泳池项目，确保
年内全部完工。

省市场监管局：
创新机制推进市场监管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提出，将创新监管
机制，继续深化登记注册便利化和“证
照分离”改革，扎实推动竞争政策试点
和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等工
作，加快出台《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国（地区）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创新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维权机
制，推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监管、服务能力建设，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在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市场
秩序、激发市场活力、守护民生安全等
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精神

采取超常规举措 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范雁）海南日报记者8月18
日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获悉，椰海大道
改造工程已启动沥青摊铺工作。据了
解，椰海大道是该市首次应用橡胶沥青
应力吸收层的市政道路改造项目，按照
施工计划，道路沥青摊铺将于9月底完
成。届时，将会呈现给市民一条崭新的
椰海大道。

椰海大道改造项目自 2018 年年
底开工以来，已基本完成了道路中央
绿化带两侧混凝土板块恢复、机非隔
离带破除重建、绿化种植土回填以及

大部分路段的雨污水管道建设工作，
现已基本具备沥青摊铺条件。为加速
项目推进，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组织道
路施工单位制定了分段摊铺的施工计
划，在道路段落具备条件后迅速摊铺
沥青。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椰海大道改造工程沥青罩面共分3
层，根据海南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分
别选用三种不同混凝土作为摊铺材料，
使道路具有较好的防渗水、高温稳定、
水稳定、耐磨、抗车辙、抗裂、抗疲劳等
特性。

海口椰海大道改造启动沥青摊铺工作
将于9月底完成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徐慧玲

“你看，我可以掌握离式转弯啦，太
好玩了！”8月18日晚，在三亚亚特兰蒂
斯复游雪乐园体验室内，5岁的童童正
和姐姐模拟滑雪的乐趣，1个小时的学
习后，她主动要求再玩1小时。

5天的三亚之旅，来自北京的童童每
晚都安排得满满的：水世界夜晚的烟火
秀，让她不停地鼓掌叫好。全球奇幻旅行
展，“神奇任意门”每打开一次门不同的世
界风景，让她不出国门就领略到了各地的
最美风景。C秀观演、与海豚亲密合影和
海狮的互动表演，童童乐在其中；68环球
美食城内品尝当地特色海鲜，平时喜欢挑
食的童童都禁不住多吃了一些……

“每个晚上的活动都不一样，孩子
们喜欢，家长也轻松，夜晚比白天的度
假生活更精彩。”童童的妈妈笑着说。

作为三亚旅游转型升级的代表之
作，亚特兰蒂斯今夏持续推出全球奇幻
旅行展、复游雪、C秀等项目，并开辟水
世界的夜场活动，一系列夜间泛娱乐类
旅游产品的孵化、内容激活和优惠活
动，不断搅热夜间旅游市场。三亚亚特
兰蒂斯有关负责人说：“暑期水世界夜
场的开放成揽客新法宝，日均入园量最
高超过1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三亚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132.3亿元，增速位列全省
第一。为进一步刺激消费，8月18日
晚，“清凉一夏，钜惠三亚”2019年三亚

市“福利购Free GO”购物消费嘉年华
正式启动！此轮购物消费嘉年华活动为
期3个月，涵盖“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内多
行业的各类商家，其中夜市、旅游景区等
也是重要参与主体。

丰富自身的夜间产品体系，提供价
格优、体验好、门类多的产品，不仅是企业
面对市场需求的自觉转型，亦是政府期望
引导旅游产业升级的方向之一。为推进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先行区的建设，海棠湾
依托自身酒店繁多、业态丰富的特点，鼓
励酒店开发多样化的夜间产品，引导三亚
免税城等免税业态开展粉丝节、优惠促销
等系列活动刺激游客消费，推动海棠湾梦
幻不夜城等项目不断丰富自身吃、游、购、
娱等要素的产品，力促凯蒂猫主题乐园等

一批新业态项目尽快落地施工。
海棠湾仅是三亚深挖夜间经济新

蓝海的一个缩影。为加快培育夜间消
费新动能，激发城市活力，推动消费升
级，目前三亚政企联动，致力于将三亚
湾、亚龙湾、海棠湾等游客集中的度假
区打造成夜间经济示范区。

目前，鹿城正在制定《三亚市鼓励发
展夜间经济三年行动方案》，有望到
2021年全市建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
示范街区。三亚市商务会展局局长冼国
剑透露，三亚正在研究规划建设一批富
有三亚特色的夜间经济聚集区，持续繁
荣夜间消费体验活动，形成一批常态化、
亲民化、特色化的“夜三亚”品牌活动。

（本报三亚8月18日电）

不断丰富夜间旅游产品体系，形成一批常态化、亲民化、特色化品牌活动

三亚度假：越夜越美丽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梁振
君）省发展改革委8月16日披露的信
息显示，位于海口的康宁光纤预制棒
扩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7.77亿元，
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为“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注入
动力。

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光纤预制棒扩建项目，计划对
光纤预制棒车间进行技术改造扩建，
全部建成后全厂将形成年产3200万
芯公里的光纤预制棒生产能力。预制
棒是生产通信网络用光纤的原材料，

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
球领导厂商。

截至今年7月底，康宁光纤预制
棒扩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其中，项
目辅助公用设施已完成，正在进行测
试，可正常使用；原计划安装的12条
生产线，已完成8条安装。今年1月-
7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约2.74亿元，
大幅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光纤预
制棒车间技术改造扩建项目改造完成
后，能耗将降低78%，可消除100%氟
化物的产生和排放，减少99%的污水
污泥排放。

康宁光纤预制棒扩建项目收尾
累计完成投资约7.77亿元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壮

8月17日10时，在位于琼海市的
海垦万泉花果文化旅游区热带花果观
光园建设现场，工人郑莲荣来不及擦去
脸上的汗珠，小心翼翼地将一棵珍稀水
果种苗栽种在挖好的土坑里。

作为垦区2019年省重点项目，万
泉花果文化旅游区去年 5 月正式开
工。项目位于原东红农场场部及周边
生产队，起步区规划用地3500亩，主要
分为热带花果观光园、世界名优热带水
果示范基地、花果世界风情旅游度假小
镇和万泉花果共享农庄等四大主题。

海南日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目
前，园区内的游客中心、水上餐厅已经
建设完成，几十名工人各司其职，一派

火热的劳动景象。
“我们将全力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部署，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海
垦红昇农场公司总经理高举廷表示。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历经一年
多的建设，热带花果观光园建设已经
初具雏形。一条长长的木栈道从波光
粼粼的水面上穿过，几栋黑瓦白墙、飞
檐翘角的徽派建筑掩映在椰子树、槟
榔树中，尽显古朴之美。占地500亩
的名优水果种植基地已进行土地平
整，目前已种植70余亩、20余种珍稀
热带水果品种。

“我们将打造原创热带水果IP卡通
主题观光园，建设海岛剧场、气味教室、
海岛礼堂、丛林探险、机械迷宫和萌宠

剧场等水果部落，满足小孩、年轻人等
各年龄段游玩需求。”该项目现场相关
负责人张亮介绍。

想要打造精品，离不开高起点规
划。早在动工建设前，红昇农场公司与
合作方请来了新西兰、加拿大的专业人
才担任设计总监。

“我们多次派出工作人员，奔赴各地
对接知名设计团队，最终选定上海知名
设计团队和来自江苏的古建团队打磨，
致力于打造精品项目。”海垦红昇农场公
司工作人员王学东手指水上餐厅说。

高质量推进的背后，也离不开红昇
农场公司积极开展项目区域土地承包
使用权回收工作。从5月至今，按照海
垦控股集团启动“项目现场推进月”活
动部署，红昇农场公司成立8个青苗补

偿工作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做思
想工作，认真倾听诉求，依规协商补偿
措施。

来自东红5队的职工王绍旺在获
得满意的补偿后，还通过应聘成为项
目一名保安。“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在
自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王绍旺高兴
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项目招
商工作，争取今年12月底完成花果观
光园建设、招商及运营，实现试开园。”
高举廷表示，农场公司进一步盘活资
源，该项目将建设成集旅游观光、农业
种植、科技示范、科研教育等为一体的
热带水果引种示范项目，打造全省东部
旅游新名片。

（本报嘉积8月18日电）

海垦高质量推进万泉花果文化旅游区项目建设

花果为媒待来客

本报临城8月18日电（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王逵 黄文杰）海南日报记者
8月18日从临高县相关部门获悉，临高
加快项目建设，临昌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进展顺利，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预
计将在明年上半年完工验收交付使用。

据了解，临昌路改扩建工程项目设
计起点为临高第二思源学校，终点连接
长岛蓝湾项目路口，改扩建道路全长
7.5公里，项目总投资3.6亿元，道路等
级为城市主干路，路幅宽度分为22米宽
和39米宽两个段面，含2座桥梁，5道涵

洞。当前，该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中，目
前项目有4公里长路段已基本完工并实
现功能性通车，项目正在进行龙门桥和
绿化亮化等后续配套工程的施工。

临昌路改扩建工程项目是临高县
“沿江靠海、城市扩张、中心北移”发展
规划的重点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该项目总工程师朱丙发介绍说，整
个项目大约完成了65%，现在的工作
主要是修整人行道的边坡，人行道的涂
装、道路的绿化、路灯等配套工程也相
继跟上。

临高临昌路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
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本报海口 8月 18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陈力 陆建安）8月18日，作
为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的一项内
容，为期一个月的海口国际食尚美食消
费季活动之湘菜美食文化节开幕。为
促进消费，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系列活
动正陆续登场。

在湘菜美食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吃小龙虾比赛”“湘菜大师教做剁
椒鱼头”等互动活动一一举行。目
前，湘菜美食文化节已迎来 30家湘
菜餐饮企业共 69家门店的参与，为
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湘菜盛宴。此
外，琼菜美食文化节、西餐美食文化

节、品牌酒店美食文化节等活动正
在举行。

将持续至今年年底的2019年全省
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以“美食购物 乐
享生活”为主题，旨在以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和促进海南消费市场“国
际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
和环境优化”为总体目标，通过举办应
季消费、实惠消费、品质消费等主题促
消费活动，培育消费热点，挖掘消费潜
力。活动中，我省各市县陆续开展美食
节、新能源汽车展、网上零售促销节、免
税购物节、家电促销节、购物节、采摘节
等活动。

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系列活动陆续登场

俯瞰正在推进中的山海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目前，路基土石方工程完成87%，隧道工程完成35%。
山海高速公路全长56公里，路线起点位于五指山市冲山镇，终点位于三亚市海棠区。建成后，将助推“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一体化建

设。图为山海高速公路建设现场。 见习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张璐 摄

山海高速公路建设
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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