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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11月18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符妙瑾 符俏剑）11月18日
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仪式白沙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动白
沙9个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子
项目），该项目建成后，白沙城镇污水集
中处理率预计能达到85%以上。

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白沙
这9个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涉及8个乡镇
和1个农场，计划总投资1.713亿元，建

成后每日污水处理能力达1880吨，新增
污水配套管网102.85公里，规划建设工
期为1年。

据悉，自2018年11月28日以来，
白沙与全省同步，从“五网”基础设施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安全视频监控建
设联网应用等多方面进行筛选，集中
开工6批共 17个项目，总投资共11.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亿元，截至10
月底，已完成投资2.21亿元，完成总比
例达57.4%。

本报海口11月 18日讯 （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李骁可）11月18日，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农垦分会场活动在海口举
行。当天，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共集中
开工10个项目，总投资接近62亿元，集
中签约项目1个。

据了解，此次海垦控股集团集中开
工的项目包括大岭热带水果精品苗木培
育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海垦儋州国际

人才小镇项目（一期）、新品种椰子引种
试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荣光农场乐光
农贸市场项目、保亭甘工鸟文化旅游度
假区项目等。这些项目涉及特色产业、
民生工程等领域，位于三亚、儋州、乐东
和保亭等地。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垦区各级企业要在项目落地、施工保
障、协调配合上狠下功夫，明确职责、
强化考核，为项目顺利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一批污水处理项目开工白沙 国际人才小镇项目开工海垦

本报营根11月 18日电 （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毛景慧）11 月 18 日，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琼中分会场活动，琼中
城北片区城市商务综合体项目现场
开工建设。

据悉，琼中城北片区城市商务综
合体项目总投资约 5.6 亿元，占地约
3.7万平方米，将主要建设高端商务写
字楼、五星级酒店、商业步行街、会议

中心等，计划打造成琼中县城中心商
务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中把项
目集中开工和签约作为贯彻落实“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重要举措，集中
各职能部门力量解决项目落地难点和
堵点问题，主动对接企业提供“保姆
式”服务，同时深挖项目投资增长潜
力，形成具体实物工作量，力求在决战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中，干出实实
在在的工作成效。

将打造城市中心商务区琼中

本报石碌11月 18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
符长雨）11月18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仪式昌江分会场，昌江黎族自治
县集中开工12个项目，签约1个项目，
总投资419.8亿元。

昌江当天开工的项目涵盖清洁能
源、高效农业、全域旅游、医疗、环境卫生
等领域，包括昌化江旅游公路、县体育中
心、年产300万吨尾矿综合利用生态示
范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建改造、E智
慧健康产业园等 12 个项目，总投资

419.8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19.4亿元。
当天，昌江和首都师范大学再次签署

昌江基础教育合作办学项目，根据协议，
昌江把昌江木棉实验学校和昌江芒果幼
儿园以委托管理的方式交给首都师范大
学进行教育教学管理，通过引进该校先进
的办学理念、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优质的教
育资源，发挥昌江综合资源优势，创办特
色鲜明、教学创新、质量优异的一所新型
实验学校和一所示范幼儿园。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重大
项目的开工建设，必将对昌江进一步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本报保城11月18日电（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黄立明）11月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保亭分会场活动举行。保
亭甘工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保亭享
水谷共享农庄项目、呀诺达国际热带雨
林小镇项目、20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政镇什组村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2019年兴边富民项目）、享水谷共享
农庄供水工程、新政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工程共7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
资23.77亿元，将进一步夯实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旅游业发展基础。

保亭县政府负责人表示，此次是7
次集中开工中保亭社会投资项目最多
的一次，是保亭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
确保”百日大行动的有力体现。第七
批项目的集中开工，将推动该县经济
社会发展，为实现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为明年经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贡献绝对力量。保亭将持续深化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切实
提高办事效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
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在稳定的基础上实
现高质量发展。

合作办学推进基础教育发展昌江 开工项目聚焦旅游产业保亭

本报椰林11月 18日电 （记者丁
平 特约记者陈思国）11月18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陵水分会场
活动在海南陵水安马洋科研育种基地
配套服务区项目现场举行。陵水黎族
自治县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共
4 个，总投资 7.96 亿元，涉及产业发
展、民生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据介绍，集中开工项目3个，总投资
6.36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1.43亿元，
分别为海南陵水安马洋科研育种基地配
套服务区项目、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心大

道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二期工程、陵城
中心农贸市场（老市场）改造工程；签约
项目1个，为陵水水产南繁苗种产业项
目，总投资1.6亿元。

陵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有关
部门要全力提升建设速度，通力合作、主
动担当、靠前服务，解决施工中碰到的一
切问题，倒排工期加紧施工，确保项目建
设每天有新进展、新投资、新形象。严格
按照施工流程和工艺施工、加强日常监
管、严把工程质量，共同把陵水项目建设
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工程、廉洁的工程、
人民点赞的工程。

启动科研育种基地配套项目陵水

本报定城11月18日电（记者刘梦
晓）11月18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
定安分会场上，定安集中开工项目共5个，
总投资17.52亿元，招商签约项目3个。

据了解，此次定安集中开工的项目包
括定安·公园道一号商业体项目、旺安广
场、定安县交通六大工程-县道改造及旅
游资源路工程、定安县城乡污水治理（黄
竹、龙门、龙湖、翰林）PPP项目、定安县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第二批）等5个。

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绿筑装配式建
筑产业园项目、海南联众肉联厂项目、天

九国际美食文化广场暨百花园文化旅游
项目等3个。

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定安
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贯彻落实全省“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各
项部署，主动对标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的要求，争取开工一批、强力
推进一批、全面建成一批、策划储备一
批，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力的举
措，坚决打赢项目建设攻坚战；以服务项
目建设倒逼优化营商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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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屯城11月 18日电 （记者贾
磊 特约记者邓积钊）11月18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屯昌分会场活动在
该县产城融合示范区举行，集中开工2
个项目，分别是天之虹饲料加工厂、整村
推进和美丽乡村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工程
（81个村），总投资2.3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4000万元。

据介绍，天之虹饲料加工厂是海南
天之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屯昌黑猪
在屯昌布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项
目，旨在促进养殖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

方向转变；整村推进和美丽乡村污水收
集管网配套工程（81个村）是民生工程，
对改善城乡环境意义重大。

2019年，屯昌县扎实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重要
决策部署，聚焦聚力抓实抓好投资项目
工作，着力推进前6批集中开工项目和
47个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以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屯昌经济高质量发
展。该县前6批集中开工项目14个，今
年计划投资11.05亿元，截至10月底，已
完成投资5.76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52.1%。

两个污水治理项目开工定安 启动农村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工程屯昌

本报金江11月18日电（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叶上荣）11月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澄迈分会场活动举
行，当天集中宣布开工项目6个，涉及总
投资额11.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5
亿元；集中签约项目7个，签约总投资
31.9亿元。

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澄迈县福山
镇供水工程、观光中央厨房式生态食品
物流工业园项目、年产15万立方米阻燃
挤塑板生产线项目、建筑工业化项目（二
期A阶段）佳元杭萧钢构生产基地、年

产20万吨宠物等特种饲料生产线项目、
年产150万吨配置水泥及海工掺合料建
设项目。

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太保家
园项目、力讯·美伦科创园项目、智
慧消防项目、物流项目、车联网项
目、人瑞集团项目、中海油石油装备
产业园项目。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澄迈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涉及现代服
务、油气勘探服务、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
等多个行业，对澄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重大项目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澄迈

本报八所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
君）11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
式东方分会场活动在该市文化广场项目
建设现场举行。此次东方开工项目5
个，计划总投资约17.5亿元，涉及教育、
医疗、旅游等多个领域。

此次集中开工5个重点项目，分别
是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小岭共享农庄
项目、东方温氏戈枕种猪场项目、东方市
第六小学综合楼等室外配套工程项目、
东方新医院（一期工程）医疗专项配套工
程项目。

据悉，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总投资
7.17亿元，占地约210亩，计划建设一座
综合馆、歌舞剧院和人防工程等配套设
施，预计明年12月底完工；小岭共享农庄
项目，总投资6.5亿元，计划建设酒店、商
业办公楼、儿童娱乐场所等；东方温氏戈
枕种猪场项目，预计明年8月完工，建成
后可年存栏母猪6450头、年出栏商品猪
苗12.9万头；东方市第六小学综合楼等
室外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4250万元，
预计2021年4月完工，东方新医院（一期
工程）医疗专项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2.5亿元，今年计划投资5000万元。

本报抱由11月 18日电 （记者易
宗 平 特 约 记 者 林 东）11 月 18 日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乐东
分会场活动举行，乐东黎族自治县 4
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 11.54
亿元；2个项目集中签约，约定投资额
39.3亿元。

该县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分别是
乐东黎族自治县南繁科研育种配套服
务区建设项目、乐山居颐和广场项目、
抱由镇抱邱美丽乡村建设陶瓷文化游
学基地项目、乐东利国镇羊上村和九

所镇坡子村“旱改水”土地整治及基本
农田建设项目。

该县集中签约项目，分别是乐东康
养医院项目、乐东科幻影视乐园项目。

“全县上下始终秉承重商、亲商、
敬商的理念，全力营造有利于项目建
设的优质环境，大力推动项目建设。”
乐东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
继续认真开展“两个确保”百日大行
动，积极“走出去”，大力“引进来”，掀
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确保更多项
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
完成。

开工项目涉及医教旅等领域东方 引进康养和影视产业项目乐东新开工项目提升旅游品质万宁

本报万城11月 18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鹏）11月18日，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万宁分会场，旭阳·日月泉
温泉度假中心酒店项目、兴隆咖啡生产
休闲融合发展示范园——标准化种植示
范区建设项目、万宁市主城区1#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等3个项目集中开工，计
划总投资达6.67亿元。

这次万宁集中开工的项目大多集中
于旅游新业态，其中旭阳·日月泉温泉度
假中心酒店项目为康养旅游项目，兴隆
咖啡生产休闲融合发展示范园——标准

化种植示范区建设项目为农旅融合项
目，将进一步提高万宁旅游产品的品质。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宁将
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切实做到重点
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
为包括今天集中开工的3个项目在内的
所有重点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力促
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万宁市参加海南自贸区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的项目共
有7个批次 30个，项目总投资107亿
元，已完成投资额10.6亿元。

本报嘉积11月 18日电 （记者袁
宇）11月18日，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
琼海分会场，农村公路六大工程琼海市
旅游资源路工程、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
区域内建设项目、潭门镇排港村美丽乡
村项目、博鳌——袁家村沙美印象项目
等4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7.39
亿元。当天中国健康产业合作与发展论
坛（西普会）与琼海市政府签约，未来5
年内定期定址在博鳌镇举办。

这次琼海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目，
既包含基础设施、民生实事项目，也包含

旅游文化、会展产业项目，将为琼海市经
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其中，博鳌
——袁家村沙美印象项目既是第七批集
中开工的项目，同时也是9月18日第六
批集中签约的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3亿元，从签约到正式开工仅耗时2个
月，将在明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建成
投入使用，以全新的“田园风”服务保障
论坛年会。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将
继续抓深抓细抓实集中开工项目建设，
全力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推动“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圆满收官。

沙美印象项目落地迅速琼海 将建“文昌智城”助力航天产业文昌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周月
光 特约记者李珂）11月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儋州分会场共有5个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7.87亿元。

儋州今天集中开工项目分别是：幸
福汇商业广场项目、西部众人海鲜广场
项目、包括市老机关幼儿园拆除重建在
内的学前教育项目、兰洋镇大塘村美丽
乡村项目和儋州·新福城商业街项目，涉
及城市商务、大众消费、乡村振兴和学前
教育等内容。

在开工仪式上，儋州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儋州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的工作部署，全力实施投资拉动、
项目带动战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今天集中开工的5个项目，
也必将为儋州加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
动力。

据了解，截至目前，儋州市已统一集
中开工6批项目共40个，总投资120.33
亿元，涵盖医疗教育、生态环保、城市更
新、基础设施和消费等多个领域。目前，
前6批集中开工项目有序推进，2019年
已经累计投资21.22亿元。

新建一批城市商务项目儋州

本报文城11月18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11月18日，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仪式文昌分会场活动在文城镇举行，
现场1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43亿
元；10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超22亿元。

此次文昌集中开工和签约的20个
项目涵盖了航天产业、“五网”基础设施、
教育医疗、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其中，
文昌市政府与科技行业领军企业之一的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文昌智城”
的建设框架协议，这个项目将有效助力
文昌航天城的建设。

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一系列重
大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文昌的产业
结构，成为加速文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
极和新引擎。文昌也将继续完善城市治
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最优质、最便
捷、最实在的服务，希望项目业主和建设
单位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争创一流，实
现早日竣工、早日达产、早见效益。

据悉，截至10月底，文昌前6批集
中开工的52个项目已完成投资33.84亿
元，超额完成“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
任务目标。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梁君
穷 实习生符巧飞）11月18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仪式三亚分会场活动举行，
此次现场集中开工32个项目，总投资额
近300亿元。现场集中签约10个项目，
合作内容涉及总部经济、金融保险、医疗
康养、民生建设、法律服务等产业领域。

开工项目包括17个社会投资项目
和15个政府投资项目。社会投资项目
包括保利国际广场项目、阳光游艇社区
项目、三亚槟榔河演艺文旅综合体演艺
小镇项目、新浪海南互联网产业基地项
目、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三亚O2O
新零售商业综合体项目、太平金融产业
港项目等具有经济发展活力的产业项
目；政府投资项目包括三亚湾市政道路、

三亚市客运东站二期建设、三亚市中医
院改扩建、南繁科技城综合医院等城市
基建和民生基础项目。

据悉，此次签约涉及11家单位。在
“做精高新技术”方面，三亚与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和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签
署三方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展种质资源科
技创新；建设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三
亚生物安全中心（以最终注册名称为准）；
建立跨境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

在“做大现代服务业”方面，三亚持
续深耕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专业领
域。大成律师事务所将以三亚为核心建
设大成运营服务平台和中国区运营调度
中心，组建中国区运营平台总公司，并将
三亚作为运营平台公司总部。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将在三亚市设立分所。三亚

还将与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上海）平
台共同申请、筹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
共服务平台自贸港（三亚）平台。

深耕总部经济是三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中国第一家企业服务类主板
上市公司——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将在三亚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
子公司，将其作为该公司的南方总部。

泰康保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泰康健
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在三亚建设
集世界级休闲度假胜地、互联网医院总
部、国际医疗中心为一体的国家级健康
产业示范基地，拟将旗下的互联网医院
总部或高端康养总部落户三亚。华夏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在三亚设立控股
子公司，推动健康医疗服务、康养度假服
务与保险业务的共同发展。

项目落地促新旧动能转换海口 招商引资深耕总部经济三亚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郑俊云）11月18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口集
中开工项目28个，总投资357亿元，年
度投资28亿元；集中签约项目16个，涉
及互联网、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总部经
济、热带农业等产业领域。

开工项目包括10个政府投资项目
和18个社会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
包括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公园、“一校两
园”幼儿园建设项目（2019年）、椰东互
通立交项目、琼山大道北段绿化工程、临
空经济区安置房（一期）、上海世外教育
附属海口科技园区学校、市政道路配套
电力管沟项目（一期）、云美大道南延线、
空保一横路等城市基建、园林绿化、民生

基础工程。社会投资项目包括海南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大厦、顺丰（海南）国际生
鲜港项目、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
地项目、南方电网综合能源大厦等多个
投资额大、能推动海口经济新旧动能转
换的项目。

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主导产业方向，海口统筹规划、前
瞻布局，积极对接知名企业，活动现场签
约16个项目。

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是此次签约
的重头戏。海口市商务局与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中住
（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框架合作项
目，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
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建筑信息化产业
发展创新应用基地、建筑智能化人才培

训基地、建筑产业大数据基地。皇家生
物科技公司将在海口设立具有国际对
标水准的第三方水产品检验检测认证
及研发实验室。

聚力发展总部经济和金融业。中安
华南控股有限公司将在海口设立中安安
华总部公司，以油品、石化、天然气、有色
金属、煤炭、建材、再生资源等大宗商品
的贸易为基础，在海口发展运营大宗商
品物资国际国内贸易、离港及国际金融
贸易结算、人民币离岸结算等相关业务。

据了解，从去年11月第一批次活动
启动以来，海口累计开工项目102个、完
成投资254亿元；签约项目106个、落地
50个。这些项目开工和签约形成的增
量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支
撑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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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