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椰林 1 月 13 日
电 （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黄艳艳）1 月 13 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
开工仪式陵水分会场活
动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黎
安林场安置区（一期）项
目举行，6个项目集中开
工，涵盖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医疗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21.28亿元。

据介绍，此次陵水集
中开工项目分别为陵水
黎安林场安置区（一期）
项目、陵水第二人民医院
岭门院区项目、海南陵水

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图书馆（暨国际学习中
心）项目、建二路工程和
建三路工程、海南绿城蓝
湾小镇蓝色港湾项目，涵
盖多个领域，总投资21.28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9.79亿元。

接下来,陵水黎族自
治县还将积极谋划“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老旧
城区改造等重大政府投
资项目，推动城市旧貌换
新颜，全力推进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南
平健康养生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

陵水集中开工6个项目

旧城改造焕新颜
本报石碌 1 月 13 日

电（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林朱辉）1月13日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仪式昌江分会场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工业园
区举行，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共8个，总投资8.6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7.8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
分别为生物质发电、华盛金
光光伏发电、红田幼儿园、
公安局路警执法服务站及
停车场、中西医结合医院污
水处理设施及医疗废弃物
处理设施、重症ICU病房改

造、发热门诊新建、皮肤性
病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业
务用房建设等项目。

昌江生物质发电项目
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98
亩，预计2021年底前建成
投产，年发电量2.5亿度，供
热1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
减少昌江地区的工业锅炉
排放，减少秸秆露天焚烧，
并间接带动千人就业。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上述项目的建成，将
为昌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补齐环保等领域短板，
推动“十四五”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昌江集中开工8个项目

绿色发电护青山
本报保城 1 月 13 日

电（记者李梦楠）1月13日
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
开工仪式保亭分会场活动，
集中开工项目4个，计划总
投资4.26亿元，2021年计
划完成投资2.65亿元。

据悉，此次 4个集中
开工项目为保亭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建设项目、保亭
安康医院改扩建工程、保
亭人民医院感染病区建设
项目、保亭妇幼保健院建
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工
建设，将进一步补齐保亭

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展示
了保亭推进好、建设好重
点项目的信心和决心。

保亭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表示，各项目业主单位、
各有关部门要以本次项目
集中开工为契机，在确保安
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
保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项目建设单位以及广大工
程建设者要密切合作、精心
实施，努力把这些项目建设
成经济效益一流、社会效益
一流、生态效益一流的工
程，为保亭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保亭集中开工4个项目

优化医疗补短板
本报牙叉 1 月 13 日

电 （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王昭）1月13日上午，海南
自 由 贸 易 港 建 设 项 目
2021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仪式白沙黎族自治县分
会场活动在该县北城邑景
项目建设施工现场举行。

据介绍，今年白沙第一
批集中开工共有6个项目，
分别是白沙卫生防疫检验
综合楼能力提升项目、打安
镇南达村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细水乡中心水厂工程项
目、牙扩及青松田洋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水景花都二
期项目、白沙北城邑景项

目，计划总投资2.95亿元，
主要涉及卫生医疗、美丽乡
村、饮水用水等民生工程。
其中，白沙卫生防疫检验综
合楼能力提升项目包括微
生物实验区、生物安全二级
实验区、理化实验区等相应
设施，计划于2021年4月
建成。

此外，白沙还谋划储
备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预计总投资达29亿元左
右，将为推动全县产业转
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提
供新支撑、增添新动能、释
放新活力，奋力实现2021
年项目建设“开门红”。

白沙集中开工6个项目

卫生防疫保健康

本报抱由 1 月 13 日
电 （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林东）1月13日，乐东黎族
自治县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
一批集中开工仪式乐东分
会场活动，11个项目同时
开工，涉及基础设施、民生
保障等多个领域。

11 个项目总投资达
4.29亿元，包括乐东九所
新区水厂二期扩建工程、
乐东佛罗镇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工程、乐东污泥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工程、
乐东志仲等高标准农田项
目、乐东石门互通至花果

世界项目乡村旅游道路工
程（K1标）等。这些项目开
工建设，将补齐乐东基础
设施短板，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将为乐东高质量跨
越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说，全县上下
要以此次项目集中开工为
契机，树牢“服务项目就是
服务发展”的理念，用心当
好服务项目的“店小二”，
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有难必帮、无事不扰，全力
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为顺
利实现首季“开门红”夯实
基础。

乐东集中开工11个项目

夯基筑本强后劲
本报金江 1 月 13 日

电（记者余小艳 实习生张
珂月 通讯员叶上荣）1月
13日上午9时，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
一批集中开工仪式澄迈分
会场活动在澄迈人民医院
新建综合大楼现场举行。
此次活动集中开工项目3
个，总投资2.43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0.89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
均为民生类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分别为澄迈县人民医
院新建综合大楼能力提升
工程项目（二期），澄迈县桥
头镇农村生活污水连片治

理项目（一期），澄迈县大丰
镇、桥头镇、永发镇电力管
沟及通信管道工程项目。

其中，澄迈县人民医
院新建综合大楼能力提升
工程项目（二期）建设内容
包括医院新建综合大楼的
净化区域进行二次深化装
修改造工程、弱电智能化
系统、标识牌工程等。

据了解，2020年，澄迈
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三大产
业，集中开工21个项目，总
投资44.12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14.72亿元，有效促进
澄迈经济社会的发展。

澄迈集中开工3个项目

民生保障谱新曲
本报临城 1 月 13 日

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1月13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
仪式临高分会场活动在临
高县金牌港园区举行，临高
集中开工7个项目，总投资
约13.83亿元，涉及工业产
业、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本次临高集中开工7
个项目，其中有4个工业项
目，分别是海南志特装配式
建筑及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海南临高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临高
康庄住工装配式建筑部品

件ALC板、ECP项目，凡林
建筑科技年产12.7万立方
米装配式建筑PC构件项
目。这批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形成42.7万立PC构件、
40万平方米ALC板、100
万平方米ECP板和50万平
方米绿色环保建筑铝合金
模板的产能。

有3个农业基础设施
项目，分别是临高县波莲
镇带昆田洋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东英镇官洋田洋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博
厚镇马袅居委会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均预计2021
年12月完工。

临高集中开工7个项目

产能扩容上台阶
本报定城 1 月 13 日

电 （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程守满）1月13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1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式
定安分会场活动举行，集
中开工项目共7个，涵盖
市政基础设施、民生公共
服务、产业项目等方面，
总投资达12.65亿元。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本次集中开工项
目共7个，总投资12.65亿
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4个，主要建设园区
市政道路3.24公里，总投
资约1.3亿元；民生公共服

务项目2个，分别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综合业务大
楼项目和安居型商品房项
目，总投资分别是 0.9 亿
元、7.8 亿元；产业项目 1
个，为定安喜福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65亿元。

定安县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2018年至2020年，
定安累计集中开工项目38
个，总投资47.74亿元。此
次集中开工项目的落地，
将对定安进一步优化经济
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的强劲动力。

定安集中开工7个项目

筑得广厦促安居

本报万城1月13日电（记者袁
宇）1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式
万宁分会场活动举行，集中开工7个
项目，总投资达10.1亿元，年度投资
4.1亿元。

此次万宁市集中开工项目为海
南乐未央项目军田水厂供水管网工
程（二期）、蓝田水产南繁渔业示范园
建设项目、万宁市基层医疗标准化提
升项目、东兴学校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万宁林兰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海水养殖场、洲仔岛海

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人工鱼礁
建设项目（一期）等7个项目。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该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年开工
或续建项目170个，全力推进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2%、增速位居全省
前列，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此次该市再次集中开工7个项
目，涵盖了产业、民生和生态环保等
领域，是万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谋划

“十四五”产业和办好民生实事的具
体举措和重要抓手。

万宁集中开工7个项目

教育医疗齐发力
本报八所1月13日电（记者肖

开刚）1月13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
开工仪式东方分会场上，东方集中开
工6个项目，总投资6.83亿元，涵盖了
产业、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

东方市此次集中开工的产业项目
共有2个，其中东方海岸金月湾启动
区（二期）酒店项目总投资3亿元，今年
计划完成投资1.5亿元，预计2023年
初投入运营，建成后将交由世界知名
酒店公司管理，填补东方市国际级五
星级酒店品牌空缺。另一个产业项目

是罗牛山东方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2.83亿元，将
采用先进的“楼房养猪”新模式，全程
采用自动化管理，建成一个“畜禽粪
便-沼气工程-沼渣沼液-果（菜）”的
生态种养循环农业示范园区，计划今
年底完工，年出栏20万头商品猪。

其余4个集中开工项目分别是东
方市八所镇第三幼儿园项目、第四幼
儿园项目和东方35千伏红草输变电
新建工程项目、新明村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示范村镇建设项目，均计划今年
内完工。

东方集中开工6个项目

星级酒店添“新丁”
本报五指山1月13日电（记者谢

凯 特约记者刘钊）1月13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
一批集中开工仪式五指山分会场活动
在该市通什镇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
项目有2个，总投资金额近1亿元。

其中，五指山市环西路市政道路
工程（三期）项目总投资0.58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 0.33 亿元，预计将于
2022年5月竣工，项目道路总长约1
公里，宽为29.6米，双向4车道，建成
后作为城市主干道。五指山市中医
医院发热门诊楼项目总投资0.38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0.29亿元，预计将
于 2022 年 1 月竣工，总建筑面积
1687.5平方米，项目将建设一栋层高
两层的发热门诊大楼。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五指山市政府将主动服务、靠前保
障，不断完善项目推进工作机制，认
真研究分析项目推进问题，切实抓好

“责任田”，让项目每个环节的建设得
到快速推进，同时，还要牢固树立生
态保护为先的理念，坚决遵守生态环
境保护各项规定，严格按规划施工，
争取项目早日建成。

五指山集中开工2个项目

山城又兴富民路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仪式儋州分会场，儋州集中开工5
个项目，总投资24.06亿元，2021年
计划投资3.48亿元。

儋州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项目建
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抓手，
此次认真谋划、筛选的5个开工项目
均属于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儋州市
滨海新区配套市政道路项目总投资
18.9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2.5亿元，
配套市政道路总长17.72公里，建设7

条市政道路，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
程、给排水工程等。项目竣工后，将
完善滨海新区的城市功能，推进滨海
新区与洋浦的港产城融合。海南西
部区域（儋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
目总投资4.6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6500万元，总建筑面积3.32万平方
米，将建理化实验楼、生物实验楼
等。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儋州
建设海南西部医疗中心的基础。

儋州要求各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
高标准严要求，争分夺秒抓紧施工，确
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儋州集中开工5个项目

城市功能再升级
本报嘉积1月13日电（记者刘

梦晓）1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仪式琼海分会场活动举办，集中开
工6个项目，总投资达14.4亿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集中开工
的项目包括琼海中学、博鳌·七养七
修度假酒店、石壁镇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阳江镇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中原镇污水收集管网及
泵站工程和海南中农谷野农业有限
公司种猪生态养殖项目基地项目。

琼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去

年，琼海市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4%，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且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其中省、市重点项目和
前11批集中开工项目分别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156.8%、133%、131.1%，
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据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6个项
目，总投资达14.4亿元。这批高质量
项目的加快建设，将为琼海产业发展
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更好地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琼海高质
量打造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第四极”
提供重要支撑。

琼海集中开工6个项目

污水处理惠民生
本报文城1月13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1月13日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式文昌分会
场活动在文昌市约亭产业园举行，9
个项目宣布正式开工。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
开工的9个项目总投资18.28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9.91亿元，涵盖了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生态服务和产业项
目等多个领域。

据悉，2020年，文昌市共谋划了
4批次66个集中开工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 27.31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22.8%，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作出
了重要贡献。

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和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的关键之年，
文昌全市上下积极响应省委“解放
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号召，
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努力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
新作为。

文昌集中开工9个项目

产业发展增动能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计思
佳）1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
式海口主会场活动在海口国家高新区
美安科技新城举行。其中，海口市集
中开工14个项目，总投资63.85亿元。

在这些项目中，政府投资项目有11
个，总投资55.35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14.65亿元；社会投资项目有3个，总投

资8.5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5.02亿元。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

海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稳步提速。在
当天开工的项目中，“五网”设施建设
成为江东新区重点项目的“重头戏”。
既有新建道路、重点区域的配套路网，
也有给水管网建设项目、地下管廊项
目建设，夯实江东开发建设的“基石”。

随着禁塑令的实施，海口禁塑替

代品生产工作超常规推进。当天开工
的海口国家高新区降解塑料生产研发
平台项目位于云龙产业园。

据介绍，海口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坚
持落实好“五个一”目标责任机制和“三
色”过程管控机制，做到项目建设前期工
作从容充分、施工工期从容充分，抓好项
目建设工作的实际成效，为高质量高标
准建设海南自贸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口集中开工14个项目

江东新区强基建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黄媛

艳）1月13日，三亚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仪式三亚分会场活动。24个项目总
投资160.2亿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商业、科研
等多个领域。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今年计划
投资45.1亿元，主要集中在崖州湾科

技城、三亚中央商务区等重点产业园
区和海棠湾等三亚新发展区域。项
目既有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旅游
航空总部，也有聚焦深海等“未来产
业”的深海装备产业园、中科海洋研
究院园区项目；也有聚焦打基础、惠
民生的多个安居房项目、海棠湾环河
路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和新能源汽车
充电站项目。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
继续发挥市政府经济运行周调度会的
作用，开展好项目服务专班的工作，及
时了解项目情况，解决项目问题，层层
传导压力和责任，全力以赴保障项目
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同
步加快推动项目投资，为保障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为服务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三亚集中开工24个项目

重点园区聚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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