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10个月，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74家，同比增长90.28% 实际利用外资5.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

9 月 19 日
以来，全省市场
主体发展呈现
三大特点

市场主体总
量大幅增长

全省新增市
场主体 6万户，日
均新增998户

企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新增企业 1.63 万户，同比增长

75%，占新增市场主体总量的27%；其
中私营企业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80％，占新增企业总量的93%

从事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增幅明显
全省第三产业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144.37%，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均同比增长 100%以上。第三产
业新增企业同比增长86.49%

1 2 3
前三季度，我

省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16.85 万户，同比增
长59%。截至11月
18 日，全省市场主
体突破90.71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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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1月18日从省市
场监管局和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以来，
我省点面结合狠抓招商引资工作，持
续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得到有效激发，新登记商事
主体保持稳定快速增长。9月19日
以来，全省新增市场主体6万户，同比

增长137%。
两个月来，我省新增海南声谷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高培乳业有限公司等17
个招商项目开业运营。其中，现代服
务业12家、高新技术产业5家。

前三季度，我省新增市场主体
16.85万户，同比增长59%。截至11
月18日，全省市场主体突破90.71万

户。其中，企业30.47万户，占全省市
场主体总量的 33.58%（私营企业
25.19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82.66%；
外资企业 0.35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1.16%）；个体工商户60.24万户，占
全省市场主体总量的66.41%。

9月底，全省实现了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的目标。企业

在通过“海南e登记”平台办理登记
注册的同时，即可同步办理印章刻
制、申领普通发票、社保登记等企业
开办全部事项。10月初，我省出台
了设立“服务专区”、减少申请材料、
简化身份证明、实行住所申报、优化
咨询服务等五条外商投资便利化服
务措施。为进一步破解企业“退出

难”问题，10月中旬，我省出台了注
销便利化改革六条措施，包括扩大
简易注销适用范围、免于提交清税
证明材料、免于补刻企业公章、减少
注销申请材料、尊重股东意思自治
和推动“僵尸企业”退出等。这些举
措的推出，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
化的服务。

本报海口 11月 18日讯 （记者
罗霞）我省利用省内外各类论坛、
会展和节庆平台，有针对性地举办
招商活动，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
招商引资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前
10 个月，全省签署各类投资合作
协 议 203 个 ，其 中 51 个 项 目 落
地。重点招商项目开业企业 70
家，实现缴纳税收 2.38 亿元。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 11 月 18 日从省
商务厅获悉的。

70 家已开业的重点招商项目
企业主要为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企业，包括美安康质量检测
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海南唯品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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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融资租赁
（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蔚来熙奇新能
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国贸有限
公司、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
限公司等企业。

今年以来，海南利用外资保持快
速增长。前10个月，全省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274家，同比增长90.28%，实
际利用外资 5.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德国欧绿保集团、中远海运
（香港）、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普洛斯集
团等在行业中具有“头羊效应”的外资
企业纷纷进驻海南，海南投资主体质
量进一步提升。

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今年我
省将利用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商务部-海南省政府联合招商工作
机制、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中瑞健康论坛等平台，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举办系列投资促进
活动，通过密集开展系列投资促进
活动，宣传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情况，推介重点园区招
商政策，吸引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落
地海南。

近2月我省新增市场主体6万户
同比增长137%，第三产业市场主体增幅明显

前10月我省签署各类投资合作协议203个
70家重点招商项目企业开业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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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新建一批公办幼儿园
预计明年8月竣工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
生郑俊云）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全面提升学前教
育的公益性、普惠性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在11月
18日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中，海口市集中开工项目
28个，其中的“一校两园”幼儿园建设项目（2019
年）包含一批公立幼儿园的集中开工，预计全部将
于2020年8月竣工。

此次海口集中开工的公立幼儿园涵盖该市四
个区。在龙华区，开工建设3所幼儿园。其中，滨
海幼儿园位于“龙华区博义、盐灶、八灶村棚改片区
改造规划”地块；博义幼儿园位于博义拆迁片区，滨
海大道以南，盐灶路以北；高坡幼儿园位于椰海大
道与苍峄路交汇处西南侧，林安物流城东侧。

在美兰区，开工建设2所幼儿园。万兴幼儿
园位于万兴路、中德骨科医院旁，白沙门幼儿园位
于海甸岛人民大道与怡心路一横路交叉口西北侧
红岛派出所旁。

在秀英区，开工建设3所幼儿园。秀英区时
代幼儿园位于长滨路时代城北侧，海口市中心幼
儿园长滨分园位于长滨小学东侧，秀英区金集幼
儿园位于金福路西侧。

在琼山区，开工建设1所幼儿园，即海口市椰
合幼儿园。该幼儿园位于椰海大道以北，属“海口
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

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三亚集中式充换电站
项目开工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陈言锦）11月18日上午，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与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并举行三亚市集中式充换电站项目开工仪式。

据悉，三亚市集中式充换电站项目是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项目之
一，由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
要包括三亚市海坡首末站、三亚市崖城站公交停
车场、三亚市西站充换电场站、三亚市技师学院充
换电场站、三亚市红沙棕榈滩棕榈路充换电场站
5个集中式充换电站项目和三亚春光路充换电场
站项目，预计建设用地1.84万平方米，其中计划
投建大巴车充电位76个，配置150kW一机两枪
充电桩 38 台；投建小车充电位 102 个，配置
120kW一机两枪充电桩51台。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11月18日上午海口集中开工
的28个项目中，由兖矿集团投资建
设的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厦是
其中之一。该大厦位于江东新区起
步区CBD，投资额达7.1亿元，预计
2022年2月建成。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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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位居世

界500强第318位。
根据同海口市政府的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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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年多的稳健运营，兖矿
集团在海南初步形成了以现代物流
贸易为支撑，以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为依托的产业发展格局。集团设
立的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为海
南六大交易场所中率先落地的国际

化交易平台，10月25日上线运营，年
底前将拓展至500家上线企业，交易
额达100亿元。”兖矿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希勇介绍，兖矿集团将以此
次集中开工仪式为契机，优质高效建
设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厦项目，
力争将该项目建成精品工程、亮点工
程、地标工程，打造海口江东新区城
市对外开放的新名片。

李希勇同时表示，兖矿集团将积
极对接海南发展战略，规划投资300
亿元，2023年底前在海口形成总营

收3000亿元、财力贡献7亿元的区
域总部。同时，在洋浦形成总营收
1000亿元的区域综合型物流仓储基
地，充分发挥港航物流和资源优势，
实现石化项目、国际能源交易、码头
罐区、物流贸易协同效益最大化。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兖
矿的抢滩入驻，将有助于江东新区起
步区CBD发挥地域性的总部经济集
聚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世界
500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开发建设。

本报洋浦11月18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11月18日，
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洋浦分会
场，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工2个重点项
目、签约7个项目。这些项目均是延
伸石化产业链或服务石化产业的，洋
浦正全力把石化产业打造成为海南
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7个签约项目投资总额69亿元，
其中3个是石化产业链项目。海南
逸盛石化与洋浦签署海南逸盛PTA
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这是石化产
业关键节点项目，总投资45亿元，将

建设250万吨PTA、50万吨PET，设
计年产值约160亿元、年利税18亿
元。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公司、海南
中橡科技公司与洋浦签署碳五碳九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这是乙烯下游产
业项目，总投资12.16亿元，建设8万
吨碳五分离、6万吨碳九分离等装
置。海南星光化工公司与洋浦签署
60万吨甲醇碳四综合利用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这是乙烯下游产业项目，
总投资6.06亿元，建设45万吨甲醇
制丙烯、15万吨气分单元等装置。此
外，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洋浦签
约，计划投资1.7亿元，重点建设海南

炼化乙烯220千伏输电线路等，服务
洋浦千亿级产业集群。

当天开工的2个重点项目都是
服务石化产业集群的。海南洋浦港
区疏港大道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
9.1亿元，全长8.79公里，计划2021
年9月完工。这条主干道连接小铲
滩集装箱作业区和乙烯石化功能园
区，并通过省道330连通环岛高速公
路，是洋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
枢纽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海上潮
鸣沁园、蘭园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
设1436套限售商品房和人才公寓，
计划2022年6月完工，是洋浦吸引企

业落地，为引进、留住人才提供的住
房保障，是洋浦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举措之一。

洋浦 2018 年石化产业产值达
768亿元。随着2019年9月后，汉地
阳光150万吨特种油项目、逸盛石化
50万吨PET项目等陆续竣工投产，
在2020年形成产能，预计2020年洋
浦石化产业总产值将突破1000亿
元，成为海南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说，洋浦将
努力打造成为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的先行区、示范区和全省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一批重大项目签约开工

洋浦打造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兖矿集团加快投资海南
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厦开工

深圳前海电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琦雅：

打造全球化“跨境贸
易+保税交易”大平台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王
培琳）“对于此次总部落地海南，我们
的几个关键词是创新、开放、自由。”
11月18日，参加完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后，深圳前海电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e码头）董事长沈琦雅满怀
信心地表示，将把e码头总部落地海
口江东新区，在海南打造全球保税创
新的战略发展平台，带动整个行业的
发展。

沈琦雅表示，从今年 3 月筹备
企业落地海南以来，就一直致力于
更好地谋划好企业在这一区域的
发展。他认为，海南与深圳有相似
之处，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收获了一
份奇迹，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未来发展前景令人期
待。

“我们选择来海南，就是为了打
造出全球化的‘跨境贸易+保税交
易’大平台。自由、便利、创新，这些
应该是海南未来最大的特点，我们希
望在原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沉淀下
来的行业资源、生态资源、信息化的
建设力量、团队资源通过e码头的落
地在海南有更多的创新。”沈琦雅说，
希望能够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资源整合到海南来，支持海南自贸港
的发展，这也是e码头在谋篇布局中
选择海南的原因。

沈琦雅表示，在海南发展，绝不
是对在深圳发展中取得创新经验
的复制，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港，未来可能成为面对世界自由流
通的最大港口，未来 e码头将把在
深圳所做的全国创新技术在海南
进行更大的突破和创新，并针对海
南特色，打造符合海南自身特点的
创新项目。

同时，沈琦雅对于落户江东新区
有着长远的考虑。他说，江东新区将
集聚全球比较有实力的知名企业，这
个大的视野平台区域，与e码头发展
规划非常契合。

据介绍，e码头在海口江东新区
建设总部基地，同时配套建设e码头
海南总部办公楼、仓储物流园、海南新
零售引擎服务中心，在临空产业园建
设“货进中国”全球商品展示交易平
台。目前，e码头第一步要做的是把
总部大厦落成。

“我们落地海南，就是想带动整
个产业进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全
球知名企业来海南聚集，与当地产
业发展互相促进，共同提升行业建
设水平，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沈琦雅说。

新浪海南互联网
产业基地奠基
建设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等产业载体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
18日，新东润·三亚新浪海南互联网产业基地在
三亚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的项目之一，该基
地占地面积232亩，计划总投资18亿元。

据介绍，新东润·三亚新浪海南互联网产业基
地建成后将围绕应用服务、设备硬件、信息技术三
大核心板块，建设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互联网共
享办公空间、互联网分时办公基地、互联网产业孵
化器等产业载体，从强化领军企业培育、企业金融
创新、数字服务配套以及数字研究成果转化四个
方面推动企业、资本、人才、信息多维融合，未来产
值预计达百亿元。

新东润集团海南区域总经理蒋亚科介绍，在
项目规划设计阶段，产业招商工作已先期启动，得
到了新浪海南分公司、伙伴孵化器等知名企业积
极响应，三亚市农业发展银行提供产业资金支持，
该项目将积极在产业招商、园区服务、融资创新领
域发力，努力打造成为海南产业的新增长极、互联
网产业的新标签。

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面向印度洋太平洋
服务全球航司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孙慧）11月
18日，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项目在海口
市正式开工。该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的项目之一，总投资16.28
亿元，规划用地221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5万
平方米，拟建设大修定检机库、宽体机喷漆机库、
窄体机喷漆机库、附件维修厂房、国际航材存储交
易中心等设施以及园区各项生产配套设施。

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项目是由海口
空港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公司
股东包括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口市城建
集团有限公司和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选址紧挨美兰机场，位于航空都市走
廊的核心地块，独具地理优势。

据介绍，项目将以MRO（航空维修行业简称）
业务为核心，在此业务基础上，以打造综合性服务
的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为目标，通过产业聚集效应
和良好营商环境，建设立足于面向印度洋、太平洋，
服务国内及全球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平台。

该项目是在海南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
景下，海口江东新区临空产业建设的重要引擎项
目，将助力构建海口临空产业园“一站式”飞机维
修服务基地，发挥江东新区航空企业集聚效应，带
动产业转型升级。

制图/陈海冰

即刻动工

11月 18日，设在海口江
东新区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活动主会场现场。

据了解，本次活动集中
开工项目共 129个、总投资
1254亿元，集中签约项目45
个、总投资199亿元，是七个
批次集中开工项目中总投资
规模最大的一次。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