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投资30亿元以上项目1个，投资共37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13%

总投资 10亿元—30亿元的项目3个，投资共52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19%

总投资 1亿元—10亿元的项目52个，投资共 167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59%

总投资 1亿元以下的项目65个，投资共25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9%

全省121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81亿元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 42个，
投资共45亿元，占全部项目投

资的16% 产业发展项目
44 个，投资共 186
亿元，占全部项目

投资的66%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项目35个，投资共50亿元，占

全部项目投资的18%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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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董事长刘景萍：

打造中国最智能化的
儿药生产基地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王培琳 梁振
君 陈雪怡 通讯员王清涛）“我们正谋划打造中国
最具智能化的儿药生产基地，计划投资3.13亿元
建设集生产、保健、科教、康复、观光于一体的综合
型、智能化生产基地。”7月13日上午，海南葫芦
娃药业集团董事长刘景萍说。当天，葫芦娃集团
海口美安儿童药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正式开工。

7月10日，葫芦娃药业集团正式登陆上交
所主板，这是三年来海南省唯一一家，也是自贸
港政策发布后第一家新增上市的本土企业。刘
景萍介绍，经过十多年发展，葫芦娃药业集团已
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成为国内儿科呼吸系统治疗领域
的领军企业。

刘景萍表示，上市对于葫芦娃来讲，是一个具
有深刻意义的起点，目前，公司已聘请世界顶级咨
询公司，全力推行WCM精益生产项目，打造世界
级工厂，实现企业智能化升级，向世界制造业的最
高奖项JIPM奖进发。葫芦娃的发展战略是大力
开发儿药、中药的创新药，目前在研中成药创新药
品种7个，其中4个是儿科用药，化学药品研发项
目37个，其中21个是适合儿童用药。

着眼未来，葫芦娃已明确发展“高端制剂、中西
药智能制造、特医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四大业务板
块，着力把美安儿童药智能制造基地打造成中国最
具智能化的儿药生产基地，计划投资3.13亿元建设
集生产、保健、科教、康复、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型、智
能化生产基地，该项目将于2022年12月竣工。

刘景萍说，全省上下正如火如荼投身自贸
港建设，葫芦娃将牢牢紧抓这一宝贵机遇，通
过实现募投项目，提升优势产品的持续开发和
创新，推动业绩持续稳步快速增长，以美好发
展的未来回报股东、回馈社会，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贡献新力量。

海南控股4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2.19亿元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邵长春 孙慧
通讯员吴涛）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
批）集中开工的部分项目，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4个省重点建设项目7月13日正式开工，总投
资达22.19亿元。

这4个项目分别为海南控股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海南大学
热带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筹）项目、海南大学
研究生公寓及附属食堂项目和海控博鳌乐城标
准医院项目。

其中，南繁基地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改善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的农业设施条件；海南大学两个项
目有利于支持海大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提升海南
科研水平、促进自贸港高层次人才集聚；海控博鳌
乐城标准医院项目致力于建设平台型智慧医院，
形成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共享集聚平台。

海南控股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超常规推进4个项目建设，
确保项目的进度、质量和安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作贡献。

海南港航总经理林健：
助力洋浦打造西部
陆海新通道枢纽港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
培琳 梁振君 陈雪怡）“洋浦小铲滩
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已于6月29
日正式开工，预计明年上半年完工
后，小铲滩码头集装箱年作业能力
将由65万标箱提升至180万标箱。”
7月13日上午，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上，海
南港航总经理林健说，此举将有效解
决西部陆海新通道近期发展需求。

林健介绍，洋浦是海南对接融
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在
省委省政府指导和中远海运集团
带领下，海南港航从航线、箱量、资
源和港口建设等方面全力推进洋
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国际
集装箱枢纽港。

“目前，从洋浦已经可以直达
东盟各主要沿海国家，并经中国香
港、新加坡通达全球，下半年，公司
将继续推动洋浦至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南太平洋、印
度洋远洋干线布局，实现跨洋航线
突破。”林健说，2019年 5月18日
以来，中远海运集团在洋浦共投入
了43艘、合计86万载重吨的集装
箱船舶，先后开通了3条内贸、6条
外贸和3组内外贸同船集装箱航
线，初步构建了以洋浦为中心，覆盖
国内沿海各大区域，连接中国香港
和东南亚国家的航线网络骨架。

今年上半年，洋浦小铲滩码头集
装箱吞吐量逆势上扬，同比增长超过
60%，其中外贸箱量同比增幅高达
652%。下半年，中远海运集团将继
续加大对洋浦的箱量投放，确保洋
浦港今年完成《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中提出的100万标箱目标。

林健表示，海南港航将全力推进
洋浦港航道改造和小铲滩码头扩建
工程，为洋浦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区域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洋浦 7月 13 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7月13日
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洋浦分会
场，洋浦科创园项目（一期）等10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其中政府投资
项目5个，社会投资项目5个，投资
总额超29亿元。

据了解，此次洋浦集中开工的10
个项目为：科创园项目（一期）、小铲滩
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6万吨钢构件
生产线扩建项目、北大荒年产40万吨
畜禽饲料项目、保税港区标准厂房、石
化功能区乙烯片区路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一期）、石化功能区基础设施
一期工程园二路、第五幼儿园、综治
中心业务大楼、小铲滩政府专职消防
站，涉及高端制造与研发、石油化工、
港航物流等多个重要产业领域。

洋浦科创园项目业主洋浦金控
高新文创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梁海冰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洋浦科创园是以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智能化装备
制造业为主，以国际贸易和现代服务
业为辅的现代化综合园区，园区总投
资15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将
建设10万平方米集生产、科研、测试、

办公、交流、培训、园区配套服务为一
体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园区，建成后，
将有大批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产
业带动力强的高品质项目陆续落地，
将会有力地推动洋浦乃至海南自贸港
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快速发展。

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中，洋浦
控股承担了6个项目的建设，这些项

目关乎洋浦自贸港建设基础配套的
完善和营商环境的提升，时间紧，任
务重。“洋浦控股将严格按照工委管
委会的决策部署，多措并举，保质量、
保安全、抢进度，打造精品工程、廉洁
工程，超常规争创自贸港速度。”洋浦
控股副总经理谭玉平说。

洋浦工委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洋浦全区上下正按照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打造成为自贸港建
设先行区示范区、全省高质量发展
增长极”的总体目标，大力发扬“快
准实好”工作作风，向“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平台”目标定位
迈步前进。

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 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王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海南
省政协副主席王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项目建设掀热浪 海南发展聚热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观察

海口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立武：

将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培琳 梁振君

陈雪怡）“欢迎国内外客商到海南投资、到海口国
家高新区发展，高新区一定会当好‘店小二’，提供

‘保姆式’服务。”7月13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上，海口国家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刘立武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海口高新区是我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涵盖“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园区之一。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作为高新区未来的主体园
区，在自贸港政策发布后进入发展“快车道”：海南
大学新药筛选平台、海南医学院安评中心、华氏医
药研发平台、医疗器械研发平台、武汉瑞法乙肝病
毒免疫吸附柱转化等优质项目落户，普洛斯等国
际知名物流企业入驻，22栋总部经济区楼群、总
面积达2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以及上海临港集团
引进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海口附属学校加紧建
设，1000余套高品质园区配套人才房即将交付，
一批新招商引资的医药产业项目土地正在挂牌出
让。云龙产业园、观澜湖等园区也呈现齐头并进
的良好发展态势。

刘立武说，截至昨天，高新区在建工地项目集
聚了5468名工人、59台塔吊、240台挖掘机和推
土机，数量超前两年总和，初步形成了塔吊林立、
快马加鞭、大干快上的场面。今天，高新区又有7
个产业和1个基础设施项目参加集中开工，总投
资19亿元，占海口集中开工项目总数的50%。

刘立武表示，海口高新区将履行好压茬推进
和压力测试自贸港政策的使命，争取率先实现“早
期安排”“早期收获”，并欢迎国内外的客商到海南
投资、到海口高新区发展，高新区一定会当好“店
小二”，提供“保姆式”服务，与大家共享自贸港建
设成果。

7月13日，夜幕下的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园区，一派忙碌景象。当前，洋浦正努力把石化产业打造成为海南
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1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29亿元，涉及高端制造与研发、石油化工、港航物流等领域

本报博鳌7月13日电（记者袁
宇）7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海南自贸港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共集
中开工6个项目，其中既有“五网”基
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项目，又有产

业平台项目，总投资22.7亿元。
据了解，此次乐城先行区集中开

工的6个项目中，有4个属于“五网”基
础设施项目，包括康乐路路涵及雨水
方沟改造工程、龙园街一期道路工程、
乐颐大道一期2标工程、排塘街工程。

此外，当天开工的海控乐城标准
医院项目占地面积约63亩，总建筑
面积6.9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室外工程等。
该项目计划2021年底前建成，总投
资8.6亿元，今年计划投资1亿元。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刘哲
峰介绍，目前乐城先行区在建项目已
达28个，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9个，
社会投资项目9个。这次6个项目
集中开工，为园区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增添了新动力。

乐城集中开工6个项目
总投资22.7亿元,涉及“五网”基础设施、产业平台等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梁振君 王培琳
通讯员 陈蔓蔓

盛夏时节，琼州大地热浪涌动。
7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在全省各
地同步举行。当天，全省121个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281亿元。

自贸港扬帆，热浪助航行。通过
推动项目集中开工，海南凝聚力量、主
动作为，以“四个超常规”全力应对“三
个大考”、答好“三张答卷”，久久为功
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决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
国人民对海南的重托和厚望。

浪涌
聚焦海南自贸港重点

发展领域

热浪一波又一波，在琼州大地
激荡。

7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在全省同
步举行，琼州大地项目建设热浪奔腾。

从海福新型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基
地项目到国投生态环境大厦项目等，
海口集中开工项目16个、总投资39.9
亿元；从南海地质科技创新基地项目
到2020年安全饮水配水管网及用户
管网改造项目等，三亚集中开工项目
14个、总投资38.1亿元；从洋浦科创
园项目（一期）到6万吨钢构件生产线
扩建项目等，洋浦集中开工项目10
个、总投资超29亿元……

从一地看全省，洋浦本次集中开
工项目涉及高端制造与研发、石油化
工、港航物流等多个重要产业领域；全
省121个集中开工项目中有44个产业
发展项目，主要集中于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三大主导产业。

从单个看整体，裕同科技环保及
高端包装产业基地项目、海控乐城标

准医院项目、海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一期项目、美安污水处理厂（一期）
项目、大茂（山柚园）保障性住房项目
……遍览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无一不
锚定发展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优化

“五网”基础设施，以及提升百姓获得
感、幸福感。

剖析本次集中开工的121个项目，
既有为服务保障贸易自由便利而建设
的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
目，也有助力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而开工的三亚亚龙湾玫瑰风情小
镇产业项目，以及促进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而启动建设的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从投资规模上看，总投资30亿元
以上项目1个，投资共37亿元，占全
部项目投资的13%；总投资10亿元—
30亿元的项目3个，投资共52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19%；总投资1亿
元—10亿元的项目52个，投资共167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59%；总投
资1亿元以下的项目65个，投资共25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9%。

从项目类型上看，涵盖了产业发
展、“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
服务等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项目44
个，投资共186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66%；“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35
个，投资共50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18%；民生公共服务项目42个，投资共
45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16%。

“内容实、质量优、后劲足，产业发
展添动力、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福祉
再增进，是本次集中开工项目的主要
特点和亮点，凸显了鲜明的自贸港特
色。”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奔腾
抢抓海南自贸港宝贵

发展机遇

3天前，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这是近三年来海南唯一一
家新增上市，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公布后第一家上市的海南本土
企业。

3天后，即7月13日，在海口国家
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葫芦娃集团美安
儿童药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现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
工主会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从上海到海南，海南葫芦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景萍目标
坚定：“在公司整个IPO（首次公开募
股）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海南自
贸港带来的政策利好。贸易投资、人
才引进、优惠税收等，海南自贸港发展
机遇千载难逢，自贸港政策红利密集
释放，我们迫切希望依托海南自贸港，
推进企业发展更上层楼。”刘景萍介
绍，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造
基地项目计划投资3.13亿元，建设集
生产、保健、科教、康复、观光于一体的
综合型、智能化生产基地，该项目将于
2022年12月竣工。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航程中，项目
是热浪，企业亦是热浪。《总体方案》公
布后，国内外投资者抢抓机遇，加快投
资海南的步伐，全省新增市场主体实
现大幅增长。在1个月的时间里，全
省新增市场主体超2.33万户，同比增
长52.33%。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市
场主体超101.09万户。其中，企业超
34.6万户，个体户超66.49万户。

热浪逐热潮，海南自贸港建设前
景和发展机遇，在吸引越来越多投资
者加快投资海南的同时，促使其进一
步深入布局海南。

中国大唐集团继在琼成立总部企
业后，今年又在三亚注册成立大唐国
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和大唐国际燃料
贸易有限公司。“海南自贸港前景可
期，我们将大力发展国际业务，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贡献。”中国
大唐集团海外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贾炳军说。

“《总体方案》的公布令我们很振
奋，政策很有吸引力，投资海南迎来
重大机遇。”法国电力集团副总裁兼
中国区总裁傅楷德对投资海南自贸
港充满信心，“我们将加大在琼投资，
抓住新机遇加快推动中法两国国际
合作。”

“这些企业的加入和项目的开工，
不仅对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完成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实现‘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意义重大，更是积极
稳妥推进自贸港建设早期安排、全力
争取早期收获、确保自贸港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的切实需要。”省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企业和项目抢占了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机，体现了企业
的市场敏感性和进取精神，为海南发
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也必将为企业发
展开拓新的空间。

潮阔
汇聚高质量高标准建

设海南自贸港合力

5468名工人、59台塔吊、240台
挖掘机和推土机！7月13日，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
工主会场活动现场——海口国家高新
区，这一头是集中开工项目铲斗高举、
整装待发，那一头是在建工地项目塔
吊林立、大干快上。

海口溢隆物流中心项目在整装待
发的队伍中，“我们3天前已经进场筹
备，今天正式开工，现在开始挖土打
桩。”开工令下、号角吹响，项目工人徐
鹏彪便立马忙碌起来。

比起高温天气带来的感官热浪，
该项目执行经理周江平感觉“此次全
省百余个项目集中开工掀起的建设热
浪更为猛烈”。

这波热浪正在形成，那波热浪已
然成势，逐渐汇聚成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潮。

以海口国家高新区为例，海口国
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立武说，当天，
该园区有8个项目参加集中开工活
动，总投资19亿元，占海口集中开工
项目总数的50%。

海南自贸港建设热潮不息，既需
要企业项目热浪助力，也需要营商环
境热浪“自给”。营商环境是政府和市
场主体的共同关切。

在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进驻，以及
我省中小企业发展活跃，个体工商户投
资热情高涨，注册数量实现快速增长的
背后——海南推出“海南e登记”平台，
实现了商事主体业务登记的“全省通
办”“无纸化申报”“一网通办”“一窗通
办”“一次不跑”，出台举措助推平台集中
批量注册，提高了商事登记的便利度，
激发了市场活力，提升了投资者在海南
投资创业的体验度和获得感。

营商环境热浪的形成，源自政府
部门及重点园区的主动创新作为。作
为自贸港贸易投资政策的重要承载
地，园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打造成开
放、公平、安全、便利、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标杆区，打造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
双一流园区。

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海南在重
点园区推进极简审批，将审批效率提
高80%以上，并在部分自贸港重点产
业园区创新实施以“区域评估﹢对赌
协议﹢极简审批”为核心的“标准地”
出让制度，确保将最好的土地交给优
质项目。

借力热浪、汇聚热潮。回首两年
来，海南累计集中开工项目1018个，
总投资5122亿元，这一个个项目、一
波波热浪，正汇成海南自贸港建设热
潮，奋力把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伟大
事业推向前进！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