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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9月13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杨时艾）9月13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
工仪式琼海分会场活动在嘉积镇举
行。当天，琼海市4个项目集中开工，计
划总投资11.5 亿元，涵盖环保基础设
施、民生工程、社会消费等领域。

此次琼海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琼
海保利时代项目、琼海市配套飞灰填埋
场项目、琼海市温氏塔洋种猪二场项
目、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

目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其中，
琼海保利时代项目位于嘉积镇金海北
路与新海路交叉口，主要建设内容为6
栋商业办公楼及配套商铺等，建设周期
为3年。

琼海市配套飞灰填埋场项目位于
该市长坡镇，将建成标准化的飞灰填埋
库，库区工程包括拦挡坝、地下水导排
系统、地表水导排系统、雨污分流系统
等。该项目设计总容量41.26 万立方
米，预计明年2月建成。

本报文城9月 13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9月13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
式文昌分会场活动在位于该市东路镇的
约亭产业园区举行。当天，文昌17个项
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17亿元。

文昌此次集中开工公共服务项目9
个，包括文昌市重兴镇卫生院改建业务用
房标准化建设项目、文昌市锦山镇文锦小
学综合楼项目、文昌市联东中学综合楼项
目、文昌市社会管理信息化总体平台（兼

综治分平台）一期项目综治中心项目等。
集中开工生态环保项目7个，包括文

昌市会文镇沙港崀大溪沟整治工程项目、
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文昌市工
业大道供水管道工程、文昌市文清河水质
达标治理工程、文昌市历史文化产业园供
水工程等。

集中开工产业项目1个，为文昌30万
头生猪产业链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

琼海4个项目集中开工

商业项目扩消费
文昌17个项目集中开工

呵护生态美家园

本报那大9月13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9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儋
州分会场活动在那大镇举行，儋州市妇
女儿童医院项目、儋州市滨海新区交通
枢纽路网工程项目等7个项目集中开
工，计划总投资17.16亿元。

据了解，此次开工的儋州市妇女儿
童医院项目规划设置床位500张，预计
于2023年9月完工。儋州市滨海新区
交通枢纽路网工程项目，预计于明年8
月完工，规划新建中央西路、滨纬二路、
友谊路3条道路，其中中央西路规划定
位为城市主干路，全长2144.87米；滨纬
二路规划定位为城市次干路，全长

1131.78米；友谊路规划定位为城市次
干路，全长392.83米。儋州市滨海新区
供水工程（二期）项目，规划铺设约6.5
公里的供水管道，预计于明年12月完
工。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工程儋州市
县道改造工程那兰线那大至南丰公路项
目，改建工程全长9.36公里，将按照二
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于明年 9月完
工。此外，儋州本次集中开工建设的项
目还包括峨蔓镇镇墟污水处理工程等3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
此次开工建设一批医疗、道路、污水处理
等项目，有助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
城市功能。

儋州7个项目集中开工

新区建设起宏图
本报三亚9月 13日电 （记者周月

光）骄阳似火，海南自贸港建设热火朝
天。9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三亚分会场活
动在中航·大嘉汇CBD项目现场举行。
当天，三亚市13个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计划总投资达82.2亿元。

据悉，三亚此次集中开工的13个项
目，今年计划投资18.5亿元，涉及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教育、商业等领域。
这些项目的建设，将助力三亚完善城市
功能、优化营商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增
强发展后劲，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
入新活力。

据统计，今年4月13日以来，三亚共

集中开工自贸港建设项目45个，计划总
投资164.5亿元，集中开工项目涉及多个
领域，具体包括三亚市水体治理工程、三
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配套项目、三亚市
城市环境提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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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大嘉汇CBD项目、中铁·海语
东岸项目、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拆旧建新
项目等。

三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市各
级各部门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解决
项目落地和建设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强化项目投资建设要素保障，全力服
务项目投资建设，确保集中开工的项目早
日竣工投产。

三亚13个项目集中开工

夯实基础攒后劲

本报定城9月13日电（记者叶媛
媛）9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定安分会
场活动在该县新竹镇举行。当天，海南
绿筑装配式产业基地项目开工建设，该
项目计划投资4亿元。

海南绿筑装配式产业基地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原料库、办公及研发
中心、宿舍等。该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
产装配式建筑材料，包括钢结构、PC构
件和ALC墙板等。

据悉，今年以来，定安县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狠抓项目建设，促投资、稳
增长，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取得
抓投资、抓项目超常规实效。3月至7
月，该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5个月
排名全省第一。1月至8月，该县固定资
产投资预计完成23.22亿元，预计同比
增长38.6%，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
将下大力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
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服务。

定安1个项目开工

新兴产业动能足

本报万城9月13日电（记者袁宇）9
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
批）集中开工仪式万宁分会场活动在位
于该市礼纪镇的礼纪220kV输变电新建
工程项目现场举行。当天，万宁市6个项
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达6.76亿元。

万宁此次集中开工的6个项目分别
为礼纪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万
宁海韵君顿大酒店项目、椰树集团万宁
市东岭包装饮用水厂项目、万宁市人民
医院感染楼扩建项目、万宁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新建项目、万宁槟榔生产休闲
体验融合发展产业园至大茂污水主干管
工程项目。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产业发展、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公共服
务等领域。该市相关部门将推出超常规
举措，提升项目服务保障水平，出台和落
实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
及相关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

万宁6个项目集中开工

扩建医院护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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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计思
佳）9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在全省
同步举行。海口主会场设在海口江东
新区中银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现场。当
天，海口市 11个项目集中开工，涵盖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等领域，其中位于重点园区
的项目9个。

据了解，海口本次集中开工的11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72.58亿元。海口机场
路与省道S201联络线项目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临空经济区，起点为机场东进场
路，终点为省道S201，项目全长667.5
米，建成后将助推临空经济区加快发

展。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约20
亿元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
建设两台9F级燃气与蒸汽联合循环发
电机组，新建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
目，将为园区供应充足的电力。

近年来，海口大力发展医药产业。
此次开工的福建聚绅药业有限公司中
药饮片厂项目，也位于美安科技新城，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8亿元，年缴
税总额（全口径）不低于1880万元，可带
动100人就业。

近年来，海口致力于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以最好的
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吸引了一批优质
项目落户。

海口11个项目集中开工

电力供应强支撑

本报抱由9月 13日电 （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林东）9月13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
仪式在全省同步举行。乐东黎族自治县
分会场设在2019年南繁基地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现场。当天，乐东5个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4个。

乐东本次集中开工的5个项目分别
为乐东2019年成保洋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乐东 2019 年龙林洋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乐东 2019 年礼乐洋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乐东 2019 年南繁基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乐东浩创碧海时
光项目。

其中，乐东 2019 年南繁基地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分布于九所镇、利国
镇、黄流镇、佛罗镇、尖峰镇，计划投资
4999万元，将建设高标准农田1万亩；
乐东2019年成保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计划投资 2950 万元，将建设高标准
农田1.18万亩及排灌系统等基础配套
设施；乐东 2019 年龙林洋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 1550 万元，将建
设高标准农田0.62万亩。

乐东5个项目集中开工

标准农田孕希望
本报五指山9月13日电（记者谢

凯 特约记者刘钊）9 月 13 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
中开工仪式五指山分会场活动在五
指山市屠宰场项目工地举行。当天，
五指山 6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
资6.1亿元。

五指山本次集中开工的6个项目
包括3个基础设施类项目和3个公共服
务类项目。其中，毛阳镇人行步道、美
化绿化工程项目预计明年7月竣工；番
阳镇南片区市政道路工程项目预计明

年 10月竣工；通什镇什阳二村（什翁
村）公路项目预计明年4月竣工；五指
山市屠宰场项目预计明年10月竣工；
五指山市商业中心项目预计 2022 年
12 月竣工；红峡谷商业街项目预计
2023年6月竣工。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相关部门将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给6个项目建设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
更好的服务，同时要求项目建设方严格
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严格按规
划施工。

五指山6个项目集中开工

织密路网畅城乡

本报石碌9月13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林建金）9
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昌江黎族自治县
分会场活动在石碌镇举行。当天，昌江
7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9亿
元，涵盖“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
保、产业发展等领域。

昌江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动物
营养生物饲料研产销基地、南疆对虾育
种现代产业园、江越十万头原种猪繁育

基地、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棚户
区改造海钢安置区一期配套道路、海南
联建石碌矿区固废处理一期等，今年计
划投资共约3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
将为该县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据了解，近年来，昌江县委、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先后带队到湖南、湖北等地
招商引资，成功引进上海核电建设海南
服务基地等项目，加快建设清洁能源产
业园，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昌江7个项目集中开工

优化结构增动力

本报屯城9月 13日电 （记者贾磊
特约记者邓积钊 通讯员林小丹）9月13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
中开工仪式屯昌分会场活动在该县屯城
镇举行。当天，屯昌2个项目集中开工，
计划总投资9159万元。

据了解，屯昌当天开工的2个项目为
海南崂滨精酿啤酒厂、屯昌县医疗废物协
调处置项目。其中，海南崂滨精酿啤酒厂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辅助车
间、成品仓库、原料仓库、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以及其他设施，规划建筑面积
6805.04平方米。屯昌县医疗废物协调处
置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工程（预处
理车间及冷库）、配套公用工程（停车场、
污水暂存池及绿化设施）、生活服务设施
（门房）等，规划建筑面积2808平方米。
该项目拟采用高压蒸汽灭菌工艺，医疗废
物经过预处理后进入屯昌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置。项目规划医
疗废物处理能力为20吨/日，计划建成后
收集处理琼北10个市县的医疗废物。

屯昌2个项目集中开工

啤酒产业写新篇

本报牙叉9月13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陈权）9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白
沙黎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该县牙叉镇
碧绿小区西侧举行。当天，白沙7个项
目集中开工，涵盖生态旅游、公共服务、
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计
划总投资3.18亿元。

据悉，作为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之
一，白沙青松乡拥处村“美丽乡村”项目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观景平台、山兰稻教

育体验园、乡村动物园、农副产品形象展
销区、“啦奥门”山兰文化舞台、沿河景观
铁索、露营基地等。

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1月至8月，该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
可达14.7亿元，预计同比增长14.2%。
此次集中开工的7个项目是该县相关部
门精心策划推出的一批优质示范项目。
这批项目的顺利开工，将为白沙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该县实现全年经
济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白沙7个项目集中开工

美丽乡村兴产业
本报营根9月 13日电 （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毛景慧）9月13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该县
营根镇举行。当天，琼中7个项目集中开
工，计划总投资43亿元，涵盖旅游、文化、
医疗、生态农业等领域。

据了解，当天琼中集中开工的项目包
括中交·云尚荟项目、琼中·兆南城项目、
海南中部（琼中）新华文化产业园、海垦茶
业生态科技园项目、橙果·美湖度假庄园、

琼中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楼与配套工程、琼
中县足球训练服务中心。“琼中·兆南城项
目位于营根镇玉锦大道，预计3年后建
成，项目包含商业、高端度假民宿、人才安
居房等。”在琼中分会场活动现场，海南兆
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林克周表示，该
项目建成后，将助力琼中加快发展以现代
农业为基础的商业新经济。

据介绍，今年以来，琼中把优化政务
服务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投资的重要
举措，当地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琼中7个项目集中开工

文旅融合促发展

本报椰林9月13日电（记者梁君
穷 见习记者高懿）9月13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
仪式在全省同步举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设分会
场。当天，陵水7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
总投资19.62亿元。

陵水此次集中开工的7个项目分别
为清水湾A13—1区二期商业项目，陵水
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公共教学楼（一
期）项目、体育场建设项目、学生食堂建设

项目、单身教师公寓（一期）建设项目、污
水收集工程项目、污水提升泵站项目。上
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陵水的办学
条件，增进民生福祉，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将积极做好项
目服务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方排忧解
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各项目业主单
位要制定倒排工期表，挂图作战，在确保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施工，确保项目
如期建成投入使用。

陵水7个项目集中开工

改善条件办教育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叶上荣）9月13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
仪式澄迈分会场活动在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工程项目现场举
行。当天，澄迈9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
总投资24.1亿元。

澄迈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涉及基
础设施建设、低碳制造、高新技术、教
育、文体等领域。其中，产业类项目3
个，分别为华盛机制砂项目、海南省国
际精品石材园项目、通信设备和全数字

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研发项目；公
共服务类项目6个，分别为海南中学美
伦校区工程项目、澄迈县大丰学校集中
寄宿制办学工程、澄迈县红光学校教学
楼A栋项目、中兴镇集中寄宿制办学扩
建工程、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澄迈县江南水厂至长和水厂供水主管
道工程。

据介绍，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工程项
目计划投资约11亿元，预计明年8月完
工。按规划，该项目建成后，将设置66
个班，可容纳3300多名学生。

澄迈9个项目集中开工

名校落户惠百姓

9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三亚分会
场活动在中航·大嘉汇CBD项目现场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9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澄迈分会
场活动在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举行。图为奠基仪式。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9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在海口举
行。图为现场的挖掘机准备开始作业。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