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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自贸港重点园区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

贡献了全省35.7%的税收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110个
总投资289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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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43个
总投资118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41%

产业发展项目31个
总投资136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47%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36个
总投资35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12%

截至2020年底

我省11个自贸港重点园区注册企业达3.82万家

去年实现营业收入4665.34亿元
同比增长80.85%

实现税收收入395.38亿元
同比增长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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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李
磊）3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
工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在海
口国家高新区活动主会场，省委书
记沈晓明宣布项目开工，省长冯飞
致辞。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10个，总
投资289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88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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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总投
资 136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47%；“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
36个，总投资35亿元，占全部项目
投资的12%；民生公共服务项目43
个，总投资118亿元，占全部项目投
资的41%。

冯飞对项目的开工表示祝贺，
欢迎更多国内外企业到海南投资，
共同分享自贸港建设机遇和红利。
他指出，此次集中开工活动，是落实
全国两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加
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举
措。海南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
精神，推动自贸港建设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落细“十四五”规划纲要，
加快构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3+
1”现代产业体系；树立“项目为王”
的理念，以一个个项目落地、一项项
投资落实，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取得开门红。围绕“三区一中
心”“十四五”规划纲要及基础设
施、民生短板等高质量谋划项目；
围绕构建“3+1”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引进一批高质量项目；更大力度
改善营商环境，高质量服务好项
目。以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自贸港，让项目建设的成果更好地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

何忠友、沈丹阳、孙大海、周红
波、倪强分别参加海口、三亚会场活
动。 （相关报道见A03、A04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
沈晓明宣布开工 冯飞致辞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苏庆明

春暖花开，草木葳蕤。3月 13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
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在全省各
地同步举行。

110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289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88 亿
元。放眼望去，在热火朝天的工
地里，涌动着自贸港重点项目建
设的奋进春潮；在“速度与激情”
的蓬勃春色中，彰显出我省加快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自
贸港建设高质量发展迈出的铿锵
步履。

“项目为王”
为高质量发展筑底色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
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
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总投资4亿元的玖龙废纸原料
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
项目落地海口；总投资4.74亿元的海
南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一期）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破土；总投资8亿
元、以“京东文化+科技智慧+生态酒
店”为主题风格的京东智湾项目在三

亚动工……
一个个项目落地、一项项投资落

实，海南正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取
得开门红。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为高质量
发展筑底色——

梳理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从投
资规模上看，总投资20亿元以上项
目2个，投资共70亿元，占全部项目
投资的24%；总投资10亿元—20亿
元的项目6个，投资共70亿元，占全
部项目投资的24%；总投资1亿元—
10亿元的项目39个，投资共126亿
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44%；总投资

1亿元以下的项目63个，投资共23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8%。

构建“3+1”现代产业体系，为高
质量发展引项目——

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风向
标”，牵住“牛鼻子”，激发经济发展新
动能。当天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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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总投资136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47%，将近“半壁
江山”。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海口国家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刘立武在项目开工现场干
劲满满地表示，高新区将按照“龙头
企业引领、重大项目带动、分片分区
承载、集群集聚发展”的工作思路，立
足自身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构建

“3+X”现代产业体系。
“海南以项目为抓手，通过组织

多批次集中开工签约、吸引更多产
业项目落地等一系列措施，全力做
好稳投资工作，推动投资结构逐步
优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省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三年来
我省累计集中开工项目1578个，总
投资6588亿元，为高质量发展夯实
基础。 下转A02版▶

蓬勃生机竞春色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观察

3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图为省委书记
沈晓明在海口主会场出席并宣布开工。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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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3月13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黄国畅 屠海超）海南日
报记者3月13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
获悉，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和承担发射
任务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目
前已经运抵该发射场，计划于今年上
半年发射。

去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首飞任务在该发射场取得成功，实现

了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战告捷，拉
开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
务序幕。此后，文昌航天发射场相继
完成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和长征八号
首飞等重大任务。据悉，该发射场今

年依旧保持高密度发射，并将执行我
国空间站建设阶段的相关发射任务。

文昌航天发射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多箭多装备同时在场测试，
关键环节多、危险操作多、工作安排

紧的实际情况，发射场科技工作者叫
响“向天图强再立新功、航天报国再
创奇迹”口号，按计划、按要求开展
了测控通信联试联调、技术勤务保
障、任务安保和疫情防控等各项工

作，系统开展基础知识培训、岗位操
作技能训练和应急处置训练演练。
目 前 ，重 要 岗 位 人 员 优 秀 率 达
100%，各环节全力以赴，确保各项
任务圆满成功。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计划今年上半年在文昌发射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
霞）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消博会）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
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获悉的。

3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全文发布，其中在“2021年重点工

作”中明确提到，“加强贸易促进服
务，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及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
大展会”。

据了解，首届消博会将于今年5
月7日至10日在海口举行，由商务
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商务部
外贸发展局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承办，这将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目前，首届

消博会招展工作已基本结束，展务
服务、采购商组织、配套活动安排和
宣传推介等工作正全面铺开。

在招展方面，首届消博会已迎
来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个全
球头部品牌确认参展。展览总面积
为8万平方米，其中国际展区6万平
方米，分为时尚生活、珠宝钻石、高
端食品保健品、旅居生活及综合服
务展区等五大专业展区。瑞士将担
任主宾国，日本、法国、韩国、加拿
大、爱尔兰、泰国等10余个国家和
地区将组团参展。

首届消博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博鳌乐城引进全球先进
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
精准辅助实施毫米级手术

本报博鳌3月13日电（记者袁宇）3月13日，西门子
医疗Corindus途灵最新一代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
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完成首例手
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经FDA批准并拥有欧盟CE上
市认证的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适用于冠状动脉、外
周血管等介入治疗领域，可精准辅助实施毫米级手术，大
幅降低医患受辐射剂量，提高手术操控精准度。

当天的手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葛均波教授团队操作完成。接受此次机械辅助
下冠脉介入手术的是一名60岁男性患者，10多年来
深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之苦，长期服用药物
但病情未见缓解。上午10时35分，手术成功完成。
来自全国各地各医院的心脏、神经、外周介入医学领域
专家通过互联网观看了手术过程。

据介绍，西门子医疗Corindus途灵最新一代血
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在2020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亮相、引起业界关注。西门子医疗大中华
区临床治疗系统副总裁浦峥嵘介绍，以乐城先行区为
起点，西门子医疗将持续把顶尖医疗技术和产品引入
博鳌、带入中国，尤其是未来的机器人产品线，为中国
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专家们表示，乐城先行区近年来引入了大量先进
的药械产品，非常期待在“1+X”的模式开展更多合作，
将国际先进技术又好又快地引入国内，惠及广大医患
群体，为海南和我国医疗水平的提升与进步提供重要
的技术助力。

省政协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刘操）3月12日，省政
协在海口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精神。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19名住琼全国政协委员全程参加全国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和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认真履职
建言，向大会提交提案55件、联组和小组讨论发言62
人次。毛万春强调，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两会精神上来，按照省委
统一安排和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
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毛万春对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提出八点要
求。一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
识。二是配合全国政协开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
履职活动，做好全国政协来海南实地调研、召开重点关
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和重点提案督办会的筹备工作。三
是助推琼港经济合作工作取得更大实效。四是动员全
省政协系统持续跟进、助推优化营商环境。五是继续
开展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着力在扩大数量、提高质量
和汇聚能量上下功夫。六是围绕“拉长洋浦石油化工
产业链，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等十个年度协商议题深
入调研、有效协商。七是持之以恒围绕生态环保和乡
村振兴等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八是加强政协自身建
设，强化履职“六项考核”，充分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活
力和干劲。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陈马林、蒙
晓灵、侯茂丰、刘登山，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莫少云）3 月 13 日下
午，由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文昌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南现代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发展航天
数据产业，服务智慧海南建设——
文昌国际航天城航天超算大数据服
务项目推介会”在海口市举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被列入“智
慧海南”建设方案内容的文昌航天
超算中心预计今年底建成，2022年
将全面对外提供服务。

航天超算大数据项目是以超级
计算能力为依托，对海量的航天数
据资源进行分析、加工、整合，形成
可利用的数据资产，为航天、国土、
海洋、环境、气象、智慧城市等相关
产业提供实时、精准的计算机仿真、

模拟及大数据服务。目前，海南公
路里程收费创新、文昌市环境监查
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和文昌航天超
算车辆智慧服务平台3个应用项目
已建成运行。

推介会重点介绍了航天超算大

数据服务项目，并围绕“文昌航天超
算中心”“遥感卫星大数据产业”

“北斗定位大数据产业”三大产业，
向参会嘉宾介绍了超算中心硬件
架构及大数据产品研发成果，以及
航天超算大数据目前在生态环保、

水务水利、多规合一、里程收费、车
辆管理、城市泊车等多个领域的应
用。重点展示了公路里程收费技
术、文昌高清度地图、海量数据处
理、“两违”打击及亚米级高清遥感
影像等技术成果。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预计今年底建成
2022年全面对外提供服务

临高一小学生热心“抢修”
漏水消火栓获央媒关注

领奖表情亮了
雷锋精神也“亮”了

渐进式、有弹性、
有差别地实施延迟退休

——权威专家前瞻改革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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