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1年3月14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吴维杨 美编：杨薇 检校：叶健升 黄如祥

A03 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计思
佳）3月13日上午，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
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海口主会场
活动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高新技术
产业标准厂房项目现场举行。其中，海
口集中开工项目共5个，总投资7.7亿
元，2021年计划投资3.5亿元。

海口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社会
投资项目2个，总投资6.4亿元，2021年

计划投资2.5亿元；政府投资项目3个，
总投资1.3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1亿
元；从项目类别看，基础设施项目3个，
总投资1.3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1亿
元；产业项目2个，总投资6.4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2.5亿元。

5个项目分别为：福创站西侧道
路工程项目、江东大道环境修补工程
项目、白驹大道环境修补工程、玖龙

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
交易中心项目、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
岭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厂房项目。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围绕
企业转、工作围绕项目转”理念，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保
质保量完工，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
南自贸港贡献力量。

本报三亚3月13日电（记者周月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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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三亚分会场集中开工项目
13个，总投资63亿元。

三亚集中开工的项目涉及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教育、生
态、商业、科研等多个领域。其中，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开工项目有5个，总投

资 29.5 亿元，主要是科研与教育项
目，如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健康研究中
心项目包括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科研大楼和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研究
基地，总投资 8.48 亿元；国家（三亚）
隔检中心（一期）项目，主要建设隔离
检疫中心、植物隔离苗圃、污水处理
站等，总投资 3.72 亿元；崖州湾科技
城公共教学区（一期），总投资 10.32

亿元等。
三亚市主要负责人介绍，集中开

工的项目对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提
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三亚将继
续发挥周调度机制的作用，全力做好
各项协调服务工作，为项目推进排忧
解难，把项目建设作为全面落实自贸
港政策的重要载体。

海口集中开工5个项目

围绕项目促发展
三亚集中开工13个项目

科教产业迎“新军”

本报嘉积3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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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琼海分会
场活动举办。

此次开工的海南东部区域疾控中心、博鳌乐城先行区
南岸南片安置区建设市政配套项目、琼海市朝标水厂改造
和维护工程等3个项目，总投资6.5亿元，涵盖公共卫生、
百姓安居、安全饮水等领域，是今年琼海市补短板、强弱项
的重点民生项目。

琼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说，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琼
海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海南东部中心城市、打造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第四极”进一步筑牢民生根基。为此，琼海着
眼优化投资结构和质量，全力抓好“按季抓、月跟踪”工作；
特别是要积极抢抓今年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和海南自
由贸易港加快推进建设的重大机遇，全力谋划“琼海主题”
招商引资工作，做好精准靠前宣传服务，更大限度地发挥
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

本报那大3月13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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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
儋州分会场活动，在那大镇石屋村儋州市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
目工地举行。集中开工3个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2021年
计划投资3.04亿元，涵盖公共服务、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

安越·风华安居工程项目总投资5.6亿元，2021年计划投
资1.2亿元，建设5幢安居型住宅楼，共780套安居房，以及1
幢商业配套用房、车位654个。

儋州市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总投资9460万元，
2021年计划投资8417万元，总建筑面积8868平方米，新建1
栋3层教学主楼；1栋3层食堂宿舍楼；1栋1层的设备房，以及
景观廊亭、绿化、停车场等。

海南出版文创中心项目总投资5.31亿元，2021年计划投
资1亿元，建设文创中心、出版产业业务用房、出版物展览馆、
商务办公楼、相关配套用房，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项目总建
筑面积10.69万平方米。

儋州集中开工3个项目

文创投资谱新曲
琼海集中开工3个项目

民生项目补短板
本报文城3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3

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
中开工文昌分会场活动在约亭产业园举行。当天，文昌集中
开工15个项目，总投资19.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8亿元。

开工项目包括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经三路工程、冯家
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纬二路工程、清澜大桥维修工程、文昌市
2020年杭坡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项目4个，总
投资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6亿元；文昌市信访接待服务
中心、文昌市冯坡镇干部职工周转房项目等公共服务项目2
个，总投资1692万元，年度计划投资1110万元；文昌市蓬莱镇
蓬莱村委会、典昌村委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等生态服务项
目1个，总投资1097万元，年度计划投资1097万元；文昌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文昌市先进医学科技产业综合体、文昌鸡食
品加工厂项目、冯家湾现代育种项目、荷泰清悦度假酒店项目、
文昌侨乡旅馆、半亩花田创业园等产业项目8个，总投资17.0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8亿元。

文昌集中开工15个项目

多元产业增后劲
本报万城3月13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卓琳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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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万宁分会场集中开工活动，此次集中开工7个项目，总投
资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万宁市退养还滩与红树林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万宁110千伏槟榔城输变电新建工程、
万宁市中医院发热门诊（含急诊）建设项目、兴隆旅游度
假城污水处理厂截流并网工程-华侨农场场部兴兴路以
北片区污水截流并网工程等 7 个项目，涵盖了产业、民
生、生态环保领域。项目建成后，将为该市优化产业结
构、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注入强劲动力。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是拉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牛鼻子”，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以产业项目为
支撑，全力以赴抓进度、促投资，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目标
任务。

万宁集中开工7个项目

产业升级优结构

本报八所3月13日电（记者肖开刚）3月13日上午，东
方市在金月湾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现场，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东方分会场活动，集中
开工4个项目，总投资8.83亿元，涵盖了科技产业、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等领域。

金月湾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是此次东方集中开工的最大
项目。该项目将建设集研发、展示、交易、办公、投资、孵化、总
部结算、国际交流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新型产业园区，力争用
三至五年时间，聚纳海内外优秀人才千人以上，聚纳科创企
业、总部企业百家以上，形成产业规模30亿元以上，培育行业
龙头及隐形冠军2-3家，孵化初具规模的成长型企业5-10
家，争创省级、国家级科创产业园区。其余项目还包含投资
2.2亿元的东方市妇幼保健院改扩建项目、投资0.69亿元的东
方市精神卫生专科医院项目和投资0.13亿元的东方110KV
罗八城新线#48-#53迁改工程。

东方集中开工4个项目

科技创新聚人才
本报五指山 3月 13日电 （记者谢凯 通讯员胡丁娸

王汉存）3 月 13 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1
年度第二批五指山市集中开工仪式在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业务技术楼建设项目现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五指山市集中开工项目1个，为五指山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技术楼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0.72亿元，今年计划投资0.36亿元，预计2022年 5月竣
工。

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将扎实做好项目建设工作，
确保项目按时完工，同时，工程建设过程中将严把生态
关，坚决遵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发生。

截至2月底，五指山市固定资产累计完成投资3.04亿
元，同比增长7.3%。

五指山集中开工1个项目

疾控防疫保健康

本报洋浦3月1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3
月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
中开工仪式洋浦分会场在东方雨虹洋浦绿色材料综合产业项
目工地举行。洋浦集中开工项目共8个，政府投资项目和社
会投资项目各4个，总投资17.84亿元，涉及基础设施配套、建
筑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智慧物流等领域。

8个项目分别为：东方雨虹洋浦新材料综合产业园、海
南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一期）、航顺健康年产120万台高
端医疗器械、绿馨电子年产2亿支加热不燃烧唤醒棒制造、
洋浦石化功能区乙烯项目配套公共管廊工程（一期）、洋浦
医院发热门诊楼建设、洋浦保税港区道路路面维修工程（一
期）和洋浦经济开发区5条主要道路市政配套工程。

石化功能区乙烯项目配套公共管廊一期工程等4个公共
服务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是洋浦推进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
设的基石。

洋浦集中开工8个项目

配套项目强基石

本报抱由3月13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林东）3月
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第二批集中开
工，乐东黎族自治县分会场集中开工4个项目，总投资5.95亿
元。

乐东集中开工的 4 个项目，涵盖产业发展、民生保
障、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分别是尖峰镇岭头马鞍岭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Ⅰ期项目、乐东县佛罗镇
佛罗溪生态治理工程项目、海南辰腾国际智能物流园
项目、尚易·椰憬恬園项目。这些项目是乐东聚集发展
新动能、实现产业快升级、提升民生获得感、持续优化
生态环境的“生力军”和支撑点。

乐东县主要负责人表示，乐东坚持“项目为王”，坚
定不移实施项目带动战略，要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主动对接服务项目，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员”，争
取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乐东集中开工4个项目

民生保障添动能
本报临城3月13日电（记者张文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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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临高
分会场活动在临高县波莲镇举行。临高共有3个污水处理项
目开工，总投资约2.6亿元。

据了解，临高开工的3个污水处理项目为波莲镇污水处理
EPC＋O项目、调楼镇污水处理EPC＋O项目和皇桐镇污水处
理EPC＋O项目。其中波莲镇污水处理EPC＋O项目新建一
座污水处理厂，设计近期处理规模为0.02万立方米/日，配套建
设污水收集管网28公里；调楼镇污水处理EPC＋O项目新建
一座污水处理厂，设计近期处理规模为0.2万立方米/日，配套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63公里；皇桐镇污水处理EPC＋O项目新
建一座污水处理厂，设计近期处理规模为0.05万立方米/日，配
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22公里。这三个项目是临高重要的民生
工程，均预计2022年9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高临高
治污水平，改善环境，助力临高经济高质量发展。

临高集中开工3个项目

大力治污优环境

本报定城3月13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程守满 朱
思静）3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
项目定安集中开工分会场，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4个，涵盖民
生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领域等方面，计划总投资2.37亿元。

据悉，本次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中含民生公共服务项目2
个，分别为定安县第四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05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0.12亿元，2021年度计划投资0.09
亿元；定城镇弘诲幼儿园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987平方米，计
划总投资0.2亿元，2021年度计划投资0.15亿元。产业项目
2个，分别为定安定城家育加气站项目，总建筑面积为9333.8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0.55亿元，2021年度计划投资0.2亿元；
逸仙国际康养城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6671平方米，计划总投
资1.5亿元，2021年度计划投资0.7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的落地，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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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项目

项目落地促升级
本报屯城3月13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林小丹）3月

13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屯
昌集中开工仪式，屯昌集中开工2个项目，总投资1.24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屯昌县红旗中学教学综合楼项目
位于屯城镇双拥路，将新建一栋6层教学楼综合楼，总建筑面
积11917.35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工程、配套的场地硬
化、道路、绿化、消防、给排水及电气工程等，该项目计划总投
资6378万元，其中2021年计划投资4000万元，建设期限为
2021年3月-2022年4月。

另外，屯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位于屯昌县屯城镇
环西路西侧，项目包括新建一栋4层实验楼、一栋5层综合业
务楼、一栋1层消毒用房。总建筑面积9032.52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室外绿化、道路和给排水等配套工程。项目总投
资为6058万元，2021年计划投资4000万元，建设期限为
2021年3月-2022年1月。

屯昌集中开工2个项目

教育医疗齐发力

本报营根3月13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陈泽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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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仪式琼中分会场活动在琼中足球训练基地举行，当天10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达27.48亿元，涵盖文化体育、旅
游康养、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

10个项目中含2宗政府投资，为海南中部（琼中）二级农
产品批发市场、海南省琼中县足球训练基地标准11人制足
球场项目；社会投资8宗，包括南国椰子深加工项目、海南中
部（琼中）新华文化产业园、琼中花果山项目、琼中百花谷科
创园项目、中民健（海南）旅游文化发展中心、海南湾岭热带
农产品综合物流园一期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琼中华泰度
假酒店综合项目、海南省琼中县琼中华宇（达美庭）康养度
假小镇项目。

当天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中有8宗总投资额超亿元。其
中，中民健（海南）旅游文化发展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达10亿元。

琼中集中开工10个项目

文体康养齐推进

本报椰林3月13日电（记者梁君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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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陵水
分会场活动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安马市政工程大道项目现场举
行。此次陵水集中开工项目共5个，总投资5亿余元，2021年
度计划投资1.57亿元。

这5个集中开工项目分别为陵水南门岭大道市政道路工
程，陵水安马大道市政道路工程，光坡镇妙景村、章宪村和提蒙
乡沟尾村3个村庄污水治理工程，本号镇新兴村、白毛村、祖关
村、什巴村4个村庄污水治理工程，文罗镇龙马村委、文新村
和隆广镇新光村及英州镇大石村4个村庄污水治理工程。

据了解，陵水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对进一步促进陵水
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陵水
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围绕项目建设，加强服务督导，为
项目排忧解难，保障项目建设要素，确保项目按时推进、如
期竣工。

陵水集中开工5个项目

污水处理解民忧
本报石碌3月13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

辉 通讯员何信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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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昌江分会场在石碌镇内环一
路举行，本次集中开工项目7个，涵盖公共服务、产业项目、基
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总投资9.48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2.88亿元。

集中开工的7个项目为：昌江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安居
型商品住房、王下乡黎花二里·洪水村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海联达废石综合回收利用（一期）、宜景南方红心菠萝蜜产
业园、1593中国鲜薯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园、昌江石碌镇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太坡鹅毛岭建筑石料矿区生态修复
治理。该批项目的开工，将进一步延伸昌江产业发展结构、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十四五”开局提
供强大助力。

昌江集中开工7个项目

生态环保护青山

本报保城3月13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何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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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仪式保亭分会场活动在保亭爱心扶贫集市举行，保亭集
中开工项目共有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15亿元，今年计划完
成投资0.79亿元。

3个集中开工项目分别是新政水厂应急水源工程项
目、加茂镇农产品仓储物流集散中心项目和燕溪堂印
象·新政精品民宿文创一期工程项目，涉及民生、农业及
旅游业的发展。

保亭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保亭将紧跟省委省政
府的步伐，以“项目为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链式
发展”吸引产业集聚集群，以“三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希望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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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集中开工3个项目

旅游集群创精品
本报牙叉3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符妙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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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式白沙分会场活动，本次白沙共有4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
投资1.95亿元，其中3个项目涉及美丽乡村建设及提升工程。

据悉，当天白沙集中开工的荣邦乡芙蓉田居4个自然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规划建设污水管网共计11669米，检查井
590座以及人工湿地配套设施等，将于今年7月建成；七坊镇高
石村、木棉村、查英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也将于今年7月
建成。牙叉镇方香村委会东风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包括外立
面改造建筑39栋、农产品服务中心以及绿化亮化等工程，将于
今年11月建成。此外，当天同时开工的海南麓湖度假区三期
项目（中合商业广场一期）位于七坊镇，规划新建一座总建筑面
积达22320平方米的商业广场，其中包括临街商业楼、大型超
市、电影院、非遗展示场馆、农产品销售等生活配套，将于2024
年3月建成投用。

白沙集中开工4个项目

美丽乡村惠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