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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部集运物流中心开工琼中

本报营根9月18日电（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陈欢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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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琼中分会场仪式，现场集中开工海
南中部集运物流中心项目和琼中县中
医院异地新建二期项目。

据悉，海南中部集运物流中心项目
拟建于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项
目占地面积50亩，建设内容包括集装
箱服务区、商务配套区、物流配载区等，
是一个具备保税、仓储、商品展示、出口

加工和综合服务与商贸相结合功能的
海南中部区域性物流中心，该项目旨在
构建高效率、低成本、优质服务和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物流配送体系，实现沿海
港口与中部地区物流业务的有效联动。

琼中县中医院异地新建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拟建1栋
住院楼、1栋医技楼、1栋中心供氧室，
计划2020年9月竣工。

琼中县政府要求，项目业主单位要
落实项目“六个一”责任，确保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

新建一批农贸市场污水治理项目覆盖更多村镇定安 屯昌

本报定城9月18日电（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
9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定安分会场活
动在定安县德国香肠加工厂项目现场
举行。现场集中开工项目2个，项目总
投资约9600万元，同时签约1个项目，
涉及农村污水处理等领域。

此次集中开工2个项目，分别是海
南莱茵斯食品有限公司的德国香肠加
工厂项目、定安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项

目。其中，德国香肠加工厂项目，总投
资约3800万元，主要建设生产厂区及
冷库等，计划2020年9月前完工；县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总投资约5800
万元，主要建设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管网
及设施，涵盖新竹镇祖坡等8个行政
村，计划2020年3月前完工。

此次签约的项目为定安县城乡污
水治理PPP项目。该项目辐射黄竹、龙
湖、龙门、翰林4个镇36个行政村，惠
及11.5万人口。

本报屯城9月 18日电 （见习记者
谢凯）9 月 18 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屯昌分会场活动在该县屯城镇
金水农贸市场项目现场举行。当天
集中开工项目 2 个，计划总投资约
0.93 亿元。

2个项目分别是农贸市场新建项目
（一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工
程，总投资 9306 万元，今年计划投资
7100万元。其中农贸市场新建项目是

201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新建金水、西
昌、乌坡和改造省级南吕农场市场，总
投资4606万元，今年计划投资3500万
元，预计今年底建成投入使用。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配套工程主要为屯昌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设计日处理
生活垃圾600吨）提供配套，主要建设
工业供水、生活供水、余热发电外输线
路和飞灰填埋场等 4 个项目，总投资
4700万元，今年计划投资3600万元，预
计2020年3月底竣工。

开工项目涉及环保等领域陵水

本报椰林9月18日电（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徐燕飞 胡茂亮）9月18日
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陵水分会场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南清水湾B02区
独立商业项目现场举行。该县第六批
集中开工项目共6个，总投资5.88亿
元。项目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五网基础
设施等领域。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
陵水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以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6个项目分别为海南清水湾B02
区独立商业项目、清水湾水厂取水及输
水管道工程、某部队及周边村庄污水治
理工程、岭门农场东风队污水治理工
程、岭门农场东方队污水治理工程、县
城至雷丰村配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要求，各项
目业主单位要切实履行好项目建设主
体责任，围绕项目建设计划，主动作为，
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作为重要工作重
点抓。

县中医院建设项目开工保亭

本报保城9月 18日电 （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文宏武)9月18日上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保亭分会场活动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医院建设项目现场进行，
保亭县中医院建设项目、2019年农村生
活污水清理项目（110个自然村）等8个
项目宣布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5.7亿
元，2019年计划完成投资3.2亿元。此次
开工的项目重点在完善医疗、乡村人居环
境等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将有利于增加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也为保亭下一步的
发展夯实基础。

其中，保亭县中医院定位为新型区
域中医医疗中心，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
务并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二级甲
等医院，计划总投资2.66亿元，2019年
度计划投资9000万元。该项目的建设
将填补保亭中医院的空白，对该县发展
医疗康养产业具有促进作用，也是该县
以实际行动大力改善民生、夯实发展基
础的体现。

汽车站搬迁等项目开工昌江

本报石碌9月18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陈家漠）18日上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仪式昌江分会场活动，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汽车站搬迁工程项目现
场举行。当天宣布集中开工、签约的项
目共8个。

当天昌江集中开工的新项目共有
7个，包括年产300万吨尾矿综合利用
生态示范线项目、绿色生产预拌混凝土
环保站、硅酸钙板聚苯颗粒复合轻质墙

板生产项目、汽车站搬迁工程、2019年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昌江中学文体活动
中心，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中的
农村改厕项目；其中前三者是当日签
约、当日开工。当天还签约了废弃尾矿
清洁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昌江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说，这是昌
江截至目前单批活动项目数量最多、涉
及领域范围最广的集中开工签约活
动，提升昌江的公共服务水平，并推动
产业发展向绿色生产转型。

国投集团将投资多个领域

乐城先行区安置区项目开工琼海

本报嘉积9月 18日电 （记者袁
宇）9 月 18日，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琼海分会场中，琼海集中开
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
岸北片安置区建设项目、2020 年博
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升级改造项目
和博鳌中心镇区规划二路市政道路
工程3个重大项目，并签约琼海沙美
——博鳌印象项目、小猪算账灵活
用工平台项目。

据了解，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南岸北片安置区建设项目总
用地 675 亩，除建设安置区住宅外，
还将配套建设市政道路、零售商业、
小学及幼儿园，其中包括 1166 户住
宅，该项目动工将推动乐城先行区
的开发与建设，在优化区域经济环
境的同时，惠及安置区群众。2020
年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升级改造
项目将营造优质舒适的会展、旅游
环境。

滨海片区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开工东方

本报八所9月18日电（记者刘梦
晓）9月18日上午，东方再次掀起重点
项目建设热潮，共集中开工5个重点
项目。

据悉，此次开工建设的5个重点项
目涉及民生、旅游、基础设施、海洋渔业
等领域，分别为东方市滨海片区(一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工程、东方市八
所中心渔港+渔业风情街PPP项目、海
南东方万通农产品(商品)批发交易市
场项目、东方・金泰湾国际旅游度假养

生项目、东方市2018至2019年电力电
缆管沟建设项目（二期）。此外，还签约
一个项目，即3000万立方纸面石膏板
生产线项目，投资约2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是东方
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两个确保”百日
大行动的有效举措，项目实施对于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积极的促进意义。东方将积极推进“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力争全面完成预
期目标。

京东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开工黄流市政道路改造项目开工乐东 澄迈

本报抱由9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 特约记者林东）9月18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3个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
资4.2亿元。

乐东开工建设的项目中，有两个是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
批）集中开工项目：“百里滨海城市带”
黄流市政道路改造示范段项目，拟改造
海榆西线G225国道黄流镇墟段、莺海
路，总长4011米；三年行动计划架空线
入地改造电缆沟建设项目，首批项目将

惠及抱由镇、黄流镇、万冲镇。当天，该
县还自主开工项目1个，即志仲镇首村
燕溪堂“印象·乐东”文旅艺术小镇项
目，以生态休闲观光农业、高端民宿、乡
村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旨在开发“泛
旅游”产业。

乐东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秉承重商、亲商、敬商的理念，全
力营造有利于项目建设的优质服务
环境，掀起新一轮落实项目建设的
热潮。

本报金江9月 18日电 （记者李佳
飞 见习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叶上荣）9月
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
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澄迈分
会场活动在京东澄迈电子商务物流产业
园及运营结算中心项目选址现场进行。
当天集中宣布开工项目5个，涉及总投资
额12.4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1亿元；集
中签约项目9个。

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澄迈县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环保储存油

基泥浆钻屑项目、年产6000吨卤制肉制
品及副产品加工建设项目、中海油海南马
村码头后方陆域扩建项目、京东澄迈电子
商务物流产业园及运营结算中心项目。

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陕建机股份海
南智能制造项目、澄迈浪漫新城婚庆广场
项目、大宗商品供应链与物流综合服务平
台项目、第三方服务项目、5G物联网项
目、能源服务项目、通信服务项目、互联网
医院服务（健康云）项目、互联网医院服务
（互动峰）项目。

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开工 综合大市场等4项目开工万宁

本报万城 9 月 18 日电 （记 者 袁
宇 通讯员吴鹏）9 月 18 日，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活动万宁分会场，万宁综
合大市场、万宁时代峯璟项目、万宁东
星农贸市场和沉香湾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等 4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
32.97亿元。

据了解，这次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
中，万宁综合大市场项目计划投资15亿
元，拟建建材交易区、农产品批发交易

区、家具卖场、美食城、物流和电子商务、
办公写字楼等；万宁时代峯璟项目计划
投资16亿元，拟建8栋商业用房和商务
办公、酒店综合体楼房。

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万宁将充
分发扬“马上办、现场办、帮助办”的精神，
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切实做到重点任
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全力
以赴为包括今天集中开工4个项目在内
的所有重点项目建设搞好服务、解决问
题、提供保障。

文昌

本报文城9月18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9月18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文昌分会场
活动在文昌市文城镇举行。当天，集
中开工项目13个，集中签约项目8个。

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国道
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文昌市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自然村通硬化路、
文昌市廉政教育基地等。

其中，国道G360文昌至临高公

路是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国务院
扶贫办确定的“十三五”交通扶贫“双
百”工程项目之一，是构造“海澄文一
体化”琼北经济圈的重要公共基础设
施项目。项目途经文昌、定安、澄迈、
临高等市县，是海南省“丰”字型高速
公路主骨架中的第一“横”。

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推进甘肃省
酒泉市和文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协议、文昌市与中国铁建昆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等。

22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启动 新建一批瓜果种植园示范项目白沙 海垦

本报牙叉9月18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陈权 符俏剑）9月18日上
午，海南自贸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白沙分会场活动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荣邦乡岭尾村举行。据悉，
此次集中开工的是白沙22个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与白沙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项目。

按照规划，今年白沙将实施建设
岭尾村等22个美丽乡村（涉及29个
自然村），其中，提升型示范村17个，
宜居示范村 5 个，2019 年计划投资

8000万元。
此外，当天集中开工的白沙农村

公路六大工程项目分别是打安镇高看
村至打把村公路、七坊镇孔八村至尔
信水库公路、牙叉镇南仲一队至五队
公路、荣邦乡福英一队至福英三队公
路、荣邦乡榕头村至榴眼头公路、珠碧
江大桥。

与全省同步开展五批项目集中开
工和签约活动以来，昌江共推进项目
15个，目前3个项目已建成投用，12个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本报那大9月 18日电 （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李骁可）海南日报记者今天
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在海南自贸区建
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
中，垦区共开工 4 个项目，总投资达
9905万元。

4个项目分别是神泉集团海垦果业
国家芒果示范区项目、八一总场公司铁皮
石斛和榴莲蜜基地建设项目、海南橡胶西
联分公司菠萝蜜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西联农场公司菠萝蜜标准化种植及种
苗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据悉，神泉集团海垦果业国家芒果示
范区项目将完成880亩基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主要种植金煌、台农1号、贵妃、热
农一号、澳芒等芒果品种；八一总场公司
铁皮石斛和榴莲蜜基地建设项目将建设
成为集种植、加工、科研、农业休闲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化项目，其
中，铁皮石斛产业园规划面积174亩，榴
莲蜜产业园前期规划面积约2000亩；海
南橡胶西联分公司与西联农场公司菠萝
蜜基地建设项目将分别种植菠萝蜜2000
亩、1150亩。

中兴广场等项目开工儋州

本报那大9月 18日电 （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韦雪梅）9月1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儋州市集中开工项目5个，
总投资19.55亿元。

儋州市集中开工 5 个项目分别是
华海夜市项目、中兴广场项目、中心汽
车城项目、海南热带植物园游乐项目
和世博大厦项目，涵盖消费经济、商业
综合体、旅游设施等内容。这些项目
实施建设，将有效提升儋州城市品质，

激发地方消费潜力，为儋州经济再跃
新台阶发挥重要作用。如，中兴广场
项目总投资16亿元，规划建设12栋高
层办公楼，集购物、休闲、商务办公为
一体，建成后将改变儋州传统商业格
局。又如，华海夜市项目，虽然投资仅
5000 万元，但占地 48 亩，将建设 380
个档口，汇聚海南特色餐饮和全国各
地特色小吃，并有演艺广场和鲜啤广
场，提供 1500 个就业岗位，建成后将
成为海南西部高档夜市。

海口

首个PPP筹建项目开工临高

本报临城9月 18日电 （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王海洪）9 月 18日上午
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
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临高分
会场活动上，该县开工建设临高供水
工程项目、县城电网改造电缆沟项目
和城郊电网改造电缆沟项目，总投资
约14.7亿元。

临高供水工程投资12.6亿元，是
临高首个以PPP模式筹资建设的项目，
将一举彻底解决临高县城、博厚镇及镇
周边地区居民饮水问题。建设内容包

括取水工程、输水工程、至临城水厂原
水输水管线,新建滨海水厂等，取水点
在位于和舍镇的临高最大水库——尧
龙水库,其中尧龙水库至滨海水厂原水
输水管线单条管线全长达52.3公里。
项目建设工期为2年。

临高县城电网改造电缆沟项目和城
郊电网改造电缆沟项目，是临高落实我
省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年行动计
划目标，解决城区和城镇电线“密如蛛
网”问题，保障供电能力、美化城乡形象
的项目。两项目建设期限均为2年。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9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
在海南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现场举
行。其中，海口计划集中开工项目共25
个，总投资124亿元，年度投资20亿元；
集中签约项目共14个，涉及互联网、高新
技术、交通旅游、低碳制造等领域和产业。

海口计划集中开工的25个项目中
多个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具体包
括龙昆沟北雨水排涝泵站项目、海口市

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同时，江
东大道（二期）生态长廊建设工程、海口
湾畅通工程（二期-美兰区段）等多个项
目涉及城乡污水治理及生态环境整治。

海口吸引企业落户。根据合作协
议，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海
口投资企业，加强总部经济、生态环保
等领域的合作；广州未来集市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将在海南未来产业园设立第
二总部基地，围绕电子商务打造创新型
互联网服务平台。

本报三亚9月18日电（记者李
艳玫 徐慧玲）9月18日上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三亚分会场活动在三亚市
体育中心项目（体育场）现场举行。此
次现场集中开工16个项目，总投资额
约114亿元。同时，现场集中签约11
个项目。

三亚此次集中开工项目涵盖医
疗、旅游、市政基础设施、教育等多领
域，包括三亚体育中心（体育场）、三亚

游艇旅游中心、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新建二期综合门诊大楼等项目。

此次三亚共签约11个项目。农业
方面，三亚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南繁科技城有限
公司签署四方合作协议，将部署系列建
设项目，搭建国家南繁研究院实体框架。

旅游业方面，环球嘉年华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将建设“三亚环球嘉年华”
文旅综合体，模德旅游集团将在三亚
成立中外合资旅行社。

将建环球嘉年华文旅综合体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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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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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8日，海口一开工项目的工地上，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现场测量放线。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万宁项目集中开工分会场。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鹏 摄

在海口主会场，签约的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