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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7月13日电（记者谢
凯 通讯员董国豪）7 月 13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
开工仪式五指山分会场活动在五指山
市市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工地
举行。

据了解，五指山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1个，为市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0.63亿元，今年计划
投资0.3亿元，建设工期一年，预计2021
年7月底竣工投入使用。该项目占地面
积16.26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处

理厂、道路工程、管网工程、电气工程、厂
区土方平整及边坡支护工程及其他附属
工程等。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满足五
指山市区污水处理需求，助推当地水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相关部门在推进市区污水处理厂扩
建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把生态环境
保护放在首位，严格按规划施工，杜绝
违规挖山、砍树等破坏生态的行为，确
保项目建设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

集中开工项目1个

处理污水美环境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王家专）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
式澄迈分会场活动在金马现代物流中
心普洛斯澄迈物流园项目现场举行。
此次活动澄迈集中开工项目4个。

澄迈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物
流仓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等领域。项目分别为普洛斯澄迈物流
园项目、澄迈恒达伟粮食储备和交易中
心项目、罗牛山澄迈东岭10万头生猪

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澄迈县中医院排水
排污配套项目。其中，普洛斯澄迈物流
园项目总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计划
总投资约3亿元，将打造成为国内先进
的集仓储配送、物流总部经济、商务配
套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基地。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裁王振江表示，该公司将推动以电商、
零售、3C产品、第三方物流等物流业务
为主的一批项目在澄迈落地，助推澄迈
电子商务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集中开工项目4个

物流产业添新军

本报嘉积7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
7月13日上午，琼海市在嘉积镇人民路南
堀小学工程施工现场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琼海
分会场活动。当天，琼海市南堀小学工
程、琼海市嘉积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
程、琼海市凤凰山·温泉谷3个项目同时
开工。

南堀小学工程项目业主单位为琼海
市教育局，计划总投资2亿元，建设周期
为2020年 7月至2021年 12月。该项
目将建成办学规模为72个班的完全小
学，规划学位3240个，总建筑面积3.29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综合楼6栋、

体育馆1个、艺术楼1栋，同时建设运动
场、游泳池等室外配套工程。

凤凰山·温泉谷项目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官塘村，由琼海官塘源生态温泉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计划总投资3.49
亿元，建设周期为2020年7月至2022
年4月，主要建设内容为商务办公楼6
栋、企业总部办公楼7栋、酒店1栋及独
立商业楼1栋和地下室1层。

据悉，当天琼海集中开工的3个项
目计划总投资7.3亿元，既包含补短板、
强弱项的社会民生项目，也包含促进经
济发展的产业项目。3个项目的建设将
为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集中开工项目3个

新校开工惠百姓
琼海

本报文城7月13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7月13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
式文昌分会场活动在文昌航天·现代城
举行。此次活动文昌集中开工项目15
个，这批项目计划总投资14.69亿元，其
中今年计划投资2.42亿元。

文昌新开工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
1个，即文昌市清澜大桥桥头公园项目
纵一路与渔港路连接段道路工程（二
期），计划总投资1249万元，今年计划投
资500万元；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5个，包括文昌市抱罗中心幼儿园昌江
分园综合楼、文昌市东郊中心幼儿园联

文分园综合楼、文昌市会文中心幼儿园
冠南分园综合楼、文昌市铺前中心幼儿
园隆丰分园综合楼、文昌航天发射场配
套区移民安置工程（二期）农业户口缺口
安置房工程，计划总投资1.3亿元，今年
计划投资4920万元。

此外，还有9个产业项目开工，具体
包括文昌鸡产业化配套饲料厂项目、海
南勤富食品产业园项目、海南吉宏宝食
品产业项目、海南宸宇实业产业项目、吾
乡·享云公寓式酒店、中大旅业酒店、文
昌安达制罐项目、百洋产业项目、龙园

“早夜市”等。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13.27亿元。

集中开工项目15个

产业发展增后劲
文昌

本报万城7月13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小娜）7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万
宁分会场活动在大茂镇山柚园村举行。
万宁市大茂（山柚园）保障性住房等7个
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19.4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4.4亿元。

此次万宁集中开工的7个项目包括
大茂（山柚园）保障性住房项目、海南（万
宁）深装生产基地项目、品香园（万宁）槟
榔城加工基地项目、海南农垦东兴10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罗牛山10万头生猪养

殖项目、城南路至2号泵站污水连通工
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批项目
建成后，将助力万宁调优产业结构，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

开工的7个项目中，大茂（山柚园）
保障性住房项目占地面积218.44亩，总
建筑面积约20.3万平方米。该项目建
成后，将增强万宁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有
关部门将发扬“马上办、现场办、帮助办”
的精神，为开工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

集中开工项目7个

安居工程筑暖巢

本报牙叉7月13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王昭）7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白
沙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位于牙叉镇
的白沙运动员村项目现场举行。

当天，白沙运动员村、白沙元门乡罗
帅村栈道景观、白沙学校拼装式游泳池、
牙叉镇白沙村和道埠村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等29个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
5.28亿元。这批项目涉及教育、交通、旅
游、环保、民生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体育训
练基地落户白沙的白沙运动员村项目，
位于牙叉镇金沙东路，占地面积98.57
亩，规划建设国家体育训练基地运动员
公寓，总建筑面积5.2万余平方米，计划
于2021年6月竣工投入使用。届时，该
项目将为国家有关团队冬季训练提供服
务保障。

白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这批项目开
工建设保驾护航。

集中开工项目29个

运动员村保冬训

本报屯城7月13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林小丹）7月13日，屯昌县举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
中开工仪式屯昌分会场活动。屯昌此
次开工建设的项目为屯城镇东风小区
幼儿园、南吕镇第二幼儿园和西昌镇晨
星幼儿园3个学前教育项目，3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6434万元。

“今年以来，屯昌总投资500万元以
上的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共53个。这些
项目今年计划投资19.85亿元，截至目

前，已完成投资6.9亿元，完成率34.9%，
新开工项目开工率54%。”屯昌县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至5月，该县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8.36亿余元，同比增长
0.7%。

据介绍，此次屯昌集中开工的3个
学前教育项目，是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
例”的关键项目。3个项目建成后，可增
加优质幼儿园学位1050个，有效缓解屯
城镇东风小区、南吕镇、西昌镇幼儿上学
难问题。

集中开工项目3个

增加学位强教育

本报营根7月13日电（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王丽娟）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营根
镇百花廊桥旁举行。

当天，琼中三永凤凰汇商业综合体
项目、琼中桑蚕文化广场、琼中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等8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
投资约6.57亿元，涵盖教育、产业、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领域。

其中，琼中三永凤凰汇商业综合体

项目位于营根镇营根路与营根河交汇处
西北侧，计划总投资2.5亿元，预计2年
后建成，建设内容包括一栋星级酒店和
两栋办公楼。“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完善琼中城区商业配套，同时带来一批
就业岗位。”在琼中分会场活动现场，海
南三永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营销部营销总
监刘传飞表示。

据介绍，今年以来，琼中出台了县级
领导“一对N”结对联系服务企业等惠企
助企政策，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集中开工项目8个

商业项目促就业

本报定城7月13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丽云）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
定安分会场活动在定城镇举行。当天，
海南（定安）冰雪嘉年华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0.8亿元。

据了解，海南（定安）冰雪嘉年华项
目建设内容主要为冰雪场馆主馆，具体
包括斜坡道、魔毯，及制冷、造雪、滑雪、
雪上运动设施设备等。

据悉，2018年11月以来，定安共有

34个项目集中开工建设。今年上半年，
该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投资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接下来，定安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将《定安县优化营商环境三十条》中
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营造政务服务高
效、政企关系清明、法治环境优良的招商
引资和投资建设良好氛围，同时策划储
备一批符合定安发展实际、前景好的重
大产业项目。

集中开工项目1个

冰雪项目拓蓝海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梁君
穷）7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三亚分会
场活动在亚龙湾玫瑰风情小镇举行。三
亚此次集中开工14个项目，这批项目计
划总投资38.1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6.2亿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
体、商业等领域。

此次三亚集中开工的14个项目为：
亚龙湾玫瑰风情小镇（产业部分）项目、
南海地质科技创新基地项目、2020年安
全饮水配水管网及用户管网改造项目、

三横路育新路至茘枝沟出口路段配水干
管工程、大兵河综合治理工程、水质净化
厂尾水回用补水管线及下洋田雨污分流
改造工程、立才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亚龙湾华邑（洲际）度假酒店项目一期、
海棠商业广场、崖州区幼儿园项目、崖州
区盐灶村（二期）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崖
州区水体治理提升改造工程、海棠区桥
梁加固及公交候车亭建设项目、加油加
气站项目。

其中亚龙湾玫瑰风情小镇（产业部
分）项目建设内容为玫瑰谷景区旅游基

础设施配套，业态包含餐饮、娱乐、零售
商业及全球爱情地标、玫瑰主题秀场、灯
光音乐广场、水上集市等。该项目计划
总投资14.3亿元，建成后将有力助推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三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这批
新开工项目对三亚完善城市功能、调整
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
义。三亚将以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更
加精准的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产业发
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集中开工项目14个

优化供给促消费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计思

佳）7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在海口国
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的葫芦娃集团美
安儿童药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现场举行。
据悉，本次海口集中开工项目16个，这
批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园林绿化、生态
环境保护、医药等领域。

据了解，此次海口集中开工的16
个项目中，有 4个基础设施项目位于
江东新区。其中，江东国际社区周边
配套路网项目位于江东大道以北、兴

洋大道以东片区，项目包含 9条市政
道路，道路全长3.391公里；江东大道
安置区配套（二期）项目位于江东大道
二期北侧南调村旁，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对安置区场地进行“三通一平”施工
及基础配套建设；江东新区规划13号
路（二期）位于文明东越江隧道至海文
高速联络线，道路全长2.179公里；江
东寰岛实验学校周边配套道路项目位
于桂林洋开发区，项目包含 3条市政
道路，道路全长1.075公里。这批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江东新区的交通

服务水平，优化江东新区路网结构，改
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

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造基
地项目是当天开工的具有代表性的医药
产业项目。项目位于海口美安科技新
城，业主方为刚刚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该制造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9.14万余平方米，将建设成
为高端制剂、中西药、特医保健食品、医
疗器械的生产厂区和研发基地。项目建
成后，预计年产颗粒剂7.5亿袋、片剂9
亿片、胶囊剂17亿粒、原料药35吨。

集中开工项目16个

完善路网立标杆

本报保城7月13日电（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何莉雅）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保城
镇南环路举行。此次活动保亭集中开工
4个项目，这批项目涉及农业、教育、燃
气管道建设等领域。

据悉，此次保亭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3.06亿元。其中政府投资项
目3个，分别为保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南茂中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和保亭

中学文体中心建设项目；社会投资项目1
个，为保亭燃气管道建设项目。保亭燃
气管道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2.3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1568万元，今年底前该县约
5000户家庭有望接通使用燃气。

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将把项目建设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全力以赴
抓项目、稳投资、保增长。以本次项目集
中开工为契机，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推
动4个项目早日建成。

集中开工项目4个

管道燃气进千家

本报石碌7月13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7月13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
式昌江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位于石
碌镇的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现场举
行。此次活动昌江集中开工项目4个，
这批项目计划总投资4.2亿元。

昌江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分别为南
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欧兰德毛豆南
繁产业园项目、矿区280排土场至X705
县道公路工程和矿区中学图书馆综合楼

工程。4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
昌江产业结构、保障及改善民生，助推当
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昌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各项目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增强时间
意识、质量意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各乡镇、各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
务意识，在项目跟踪服务上狠下功夫，
以实际行动为“山海黎乡大花园”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集中开工项目4个

布局南繁写新篇
本报椰林7月13日电（记者梁君穷）

7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陵水
黎族自治县分会场获悉，此次活动陵水集
中开工项目5个，计划总投资2.54亿元。

据介绍，此次陵水集中开工的项目
中，4个为污水收集管网工程项目，分别
是文罗镇污水收集管网工程、隆广镇污
水收集管网工程、提蒙乡污水收集管网
工程和英州镇土福湾污水收集管网工
程；1个产业发展项目为海南龙建五七

农场10万头黑猪育种基地项目。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有关部门将以此次项目集中开工为契
机，进一步落实超常规举措，主动为企业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扩大固定资产投
资。各项目业主单位要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加快项目建设速度。

据悉，下一步陵水将围绕黎安国际教
育创新试验区和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等
园区，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承接海南自贸港早期安排的重要平台。

集中开工项目5个

铺设管网护生态

本报抱由7月13日电（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林东）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
乐东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利国镇
举行。当天，乐东集中开工2个项目，这
2个项目均为企业投资项目。

此次乐东集中开工的2个项目为海
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一期项目和乐东
30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基地工程项目。
海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一期项目规划
建设集主题酒店、餐饮、会议接待、休闲

娱乐、商业零售等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
度假项目，计划总投资约36.93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1.5亿元。乐东30万头生猪
生态养殖基地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猪舍、
饲料厂、污水处理站等相关设施，该项目
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出栏商品猪30万
头，项目一期建成后，预计年出栏商品猪
10万头。

乐东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一期项目开工建
设，为该县旅游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集中开工项目2个

旅游发展蓄势能

本报八所7月13日电（记者张文
君）7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第二批）开工仪式东方分会场活动在
东方临港产业园区举行。当天，东方开
工7个项目，这批项目计划总投资32.36
亿元，涉及重点化工产业、民生事业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东方此次新开工的项目中，中海油
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二期工程丙烯腈系列
装置项目，计划总投资27.76亿元，预计
2022年11月建成投产，将生产高附加值
的丙烯腈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北新建材

海南东方年产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
板生产线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预计
2021年12月完工。农村公路“六大工
程”旅游资源路天安乡陀牙至罗旺项目，
计划总投资1.7亿元，预计2021年6月完
工。2020年东方公办幼儿园项目，计划
总投资6159万元，该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6所幼儿园，建成后可提供1080个学位。

东方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
市上下正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点任
务和重点产业，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
劲，主动服务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集中开工项目7个

石化项目扩产能

本报那大7月13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7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
儋州分会场活动在那大镇举行。当天，
儋州集中开工6个项目，这批项目计划
总投资3.93亿元，将分别于今年10月至
12月竣工。

儋州此次集中开工的主要是完善城
市功能的基础设施项目。6个项目分别
是雅星镇春江水厂供水工程、雅星镇春
江水厂配套电力工程、雅星镇春江水厂
配套道路工程、大成镇镇墟污水处理工
程、新州镇镇墟污水处理工程和东成镇
镇墟污水处理工程。

其中，大成镇镇墟污水处理工程建
设内容包括新建污水处理站1座、铺设
污水收集管网17.49公里，计划今年12
月竣工。雅星镇春江水厂配套电力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电线路、配备相
关电力设备，计划今年10月竣工。雅
星镇春江水厂供水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取水泵房1座、新建净水厂1座、
铺设配水管道41.98公里，计划今年10
月竣工。

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有关部门将全力以赴为新开工项
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推动相关项目
早日建成。

集中开工项目6个

基础建设强筋骨
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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