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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廖珍臻）6月19日，2021年
第三场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在海口举行。此次活动中，海
口市共参与签约项目9个，计划总投资
额32.78亿元。同时，海口在2020年度
全省招商考核中获得市县第一名，获评

“全省招商工作考核优秀单位”。
此次海口签约的9个项目，主要为

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
业，涉及数字文创、高端制造、医药研发
等领域，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江东
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等辖区落地。据
统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一周年来，海口参与了全省7场集
中签约活动，共计签约86个项目，总投
资额440.91亿元。

近年来，海口市不断创新招商引资
模式，全面发力精准招商。截至5月，
2021年海口全市4项招商核心指标超
过时间进度，共签约了136个项目。

下一步，海口将主动作为、优化营商
环境、加强招商引资，打造好“蓝海汇”企
业服务云及“蓝海汇”重点企业一站式综
合服务线下平台，为政府、企业和社会专
业服务机构搭建合作交流的新桥梁，实现
全产业链招商与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营造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海口签约9个项目，计划总投资32.78亿元

持续发力强重点产业

本报三亚6月19日电（记者黄媛
艳）海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6月19日在海口举
行。三亚9个项目参加签约，总投资额
42亿元，预计引入外资3.15亿美元。

此次三亚签约的项目中，高新技术
产业将有5家企业落地，占比超55%。

其中，智慧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
琼开展智慧互通三亚总部基地、城市级
静动态及智慧停车一体化平台项目；新
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将在三亚市
建设海南新德源医药生物科技中心；北
京高榕资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牵
头设立项目基金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落地投资规模不低于5亿元的高榕
人民币五期基金项目。

此外，现代服务业签约企业有 3
家，涉及金融、投资管理、出行服务等
领域。作为本次签约中唯一的旅游产
业项目，上海复星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将在三亚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开

发三亚复游城项目。此前，复星旅游
管理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三亚·亚特
兰蒂斯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近900万
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超45万人次），累
计纳税23.8亿元。此次再度与三亚签
约，将进一步促进三亚旅游产业提档
升级。

三亚签约9个项目，总投资42亿元

签约高企占比超一半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 （记者肖开
刚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钟玉莹）6
月 19 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2021 年
（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上，昌
江集中签约1个项目，投资1.6亿元，并
被评为2020年度全省招商工作考核优
秀单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昌江与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螺水泥”）签署了新建年产2亿条方
底袋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海
螺水泥将进一步加大在琼投资力度，在
昌江设立昌江海螺华盛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开展水泥包装袋、塑料制品生产与销
售等业务。

据了解，海螺水泥所属的安徽海螺

集团在2020年以339.16亿美元的营业
收入蝉联《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名列
第367位。目前，海螺水泥在海南已设
立了昌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开展水泥
生产销售业务，现有2条生产线，年熟料
产能180万吨，水泥产能220万吨，员工
463人。

为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今年昌
江部署开展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攻坚年”
活动，计划在项目推介招引上，策划包装高
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热带高
效农业项目5个以上，全年累计签约引进产
业项目10个以上；在项目落地推进上，成
立项目攻坚突破服务专班，确保已签约的
20个成熟项目年内实质性开工建设，今年
新签约项目拿地率达60%以上。

昌江签约1个项目，投资1.6亿元

知名企业投资再加码

本报金江6月19日电（记者高懿）
海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点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今天在海口举行，其
中，澄迈4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6.8
亿元。

此次澄迈签约的4个项目分别为深
国际·海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新型
防砂筛管系列工具产业化项目、提高油
气采收率技术工程中心与完井工具制造
中心项目，以及智能地震仪器研发及生
产项目。

其中，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拟在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中心投
资建设深国际·海南智慧供应链中心项
目，依托澄迈的区位、交通及政策优势，

打造辐射国内、联动国际的国内国际双
循环物流枢纽，建设融合疏港集散中
心、智慧云仓中心、岛内共配中心、冷链
产业中心、供应链金融中心等功能为一
体的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用地约95
亩，计容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拟投
资约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防砂筛管系列
工具产业化项目、提高油气采收率技术
工程中心与完井工具制造中心项目、智
能地震仪器研发及生产项目均将有效提
升澄迈油气产业发展，同时，项目也可吸
引和聚集一批高质量的油气产业新技术
企业，推动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建设。

澄迈签约4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

打造现代物流综合体

本报万城6月1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小静）6月19日，万宁举办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集中签约5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达16亿元。

此次万宁签约的5个项目均为产业
项目，分别是：万宁市阳光金鹿产业基地
项目、万宁太阳能光伏电子设备生产项
目、海南精酿啤酒智造及风情体验项目、
海南丝网产销示范基地项目、海力绿色
建筑科技（海南）装配式产业园项目。签

约项目涵盖了新型建材、环保光伏、旅游
等产业，呈现出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齐头
并进的良好态势。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万宁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以项目扩投
资、促发展，着力打造槟榔、诺丽、新型建
材、冲浪等八个产业链集群、产业基地、优
势企业和拳头产品，槟榔城、礼纪工业园
等产业园区建设也已蓬勃展开，万宁正迎
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和“重要窗口期”。

万宁签约5个项目，计划投资16亿元

促新老产业齐头并进

本报八所6月19日电（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6月19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集中签约东方市共有2个项目，总
投资约8亿元。

其中，海南新东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签约的手套生产项目，是本次签约的
最大项目，该公司拟在东方市设立新东
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展医用手套、民

用手套生产、销售等业务。涉及项目用
地100亩，拟投资5亿元。

签约的碳酸酯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则是由海南金辉石化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此次签约，该公司拟在东方市设立海
南金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碳酸酯
系列产品生产、销售业务。主要为年产
1.5万吨碳酸二甲酯、5000吨碳酸二乙
酯、5000吨碳酸钾乙酯和100吨咖啡因
等。涉及项目用地96亩，拟投资3亿元。

东方签约2个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

深耕医疗及化工领域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6月19日下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其中有8个重点项目落户洋浦经济
开发区，涵盖航运物流、健康食品、跨境
电商、离岛免税、贸易结算等领域。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8个落户洋浦
的重点项目分别是：山东海运航运和融
资租赁、华菱电商贸易结算、物产中大欧
泰贸易结算、罗牛山进口食品加工与冷
链物流、海南港航物流岛内居民免税店
与跨境电商线上店、新华冶金区域中心、
深圳立业大宗商品贸易和健合高端跨境
营养保健品免税项目。

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矿产、粮食、能源等大宗物资的海洋运
输领域，航线遍及全球主要港口。在做
优做强海洋运输产业的同时，延伸产业

链条，积极布局航运金融、船舶管理、海
员劳务及航运服务等产业。该公司负
责人于冰表示，公司将在洋浦设立航运
公司，开展船舶航运、资产管理、融资租
赁等业务。

健合（H&H）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
一家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此
次落户洋浦的项目为高端跨境营养保
健品免税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宠物食品
跨境保税中心仓，进行仓储备货开展宠
物食品跨境电商业务；旗下的一个保健
品牌则计划开展、跨境电商、离岛免税、
岛内日用消费品免税业务。

作为洋浦本土企业，海南港航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拟在洋浦投资建设洋浦岛
内居民免税店与跨境电商体验店项目，
以“百货商城+专柜”的平台模式，利用
跨境电商1210模式与岛内居民免税品
相结合的模式开展业务。

8个重点项目落户洋浦，涵盖多领域

企业下功夫延链补链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苏庆
明）在 6 月 19 日举行的海南自贸港
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上，深圳证券交易所海南基地揭牌，
将为推动海南企业上市提供支持。

据了解，该基地由深交所、省金融
监管局、海南证监局共建，设在海南自

贸港金融发展中心，主要目的是为推动
海南企业上市提供支持，将开展相关培
训及金融创新产品研究，对促进资本市
场在海南健康发展、提升海南上市公司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落实去年省政府与深交所签
约开展资本市场领域合作的一项举

措。按照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加强信息交流、上市后备
企业培育、上市公司监管协作以及科技
金融、加强投资者教育与宣传、人才培
养交流等诸多方面进行合作，以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
设海南自贸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的作用。
同时，这也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金融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的一
项具体举措。该《意见》提出要完善海
南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

为推动海南企业上市提供支持

深交所海南基地揭牌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苏庆
明）6月19日，知名钻石珠宝品牌戴比
尔斯在海口与海南经发局、海口综保区
签约，设立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海南自贸
港运营中心，推进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
建设。

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全球业务转型

副总裁吴峰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设立
该中心是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分阶段、分
步骤在海南自贸港推进区域性供应链
布局的重要举措，未来该品牌将把分散
的供应链在海口整合，建设亚太地区供
应链中心。

“海南独具优势的自贸港政策是吸

引我们的主要原因。以海南为核心运
营基地，戴比尔斯集团可以同时覆盖
国内和整个区域其他市场的供应。”吴
峰说，未来戴比尔斯将把钻石珠宝加
工制造环节落地海南，成品供应国内
外市场。

此前，戴比尔斯参加了首届消博

会，并与海南经发局沟通协作，落实戴
比尔斯永恒印记在海南自贸港的供应
链、加工制造和分销中心的建设和布局
规划，以达成提高免税消费、提升资本
运作和供应链效率的目标。目前，该品
牌已经在海口综保区设立子公司，并积
极运作争取进入海南离岛免税店。

自贸港政策吸引知名钻石珠宝品牌落地

戴比尔斯在海南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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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日报记者6月19日从海南自由贸
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上获悉，《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全省招商引资热
潮兴起，各类市场主体纷纷落户。一年
来，我省先后共举办7次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签约一批重点项目。

在7次集中签约活动中，本次举行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共签署50个项目，协议
投资金额超过150亿元人民币；此前举行
的6次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共签约项
目354个，协议投资额1561.2亿元。

一年来，全省逢双月举办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逢单月举办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积极吸引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各类
市场主体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签约项目覆盖智
能制造、融资租赁、国际航运、教育、医
疗、科技等诸多领域。

据了解，我省招商队伍积极学习自
贸港相关政策，增强企业服务意识，提高
招商服务能力。本次集中签约活动为

2020年度全省招商工作考核优秀单位
颁奖，海口市政府、澄迈县政府、昌江黎
族自治县政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学技术厅、省教
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等13个单位获奖。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我省已举行7次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掀招商引资热潮 聚蓬勃发展动力

东方

澄迈

昌江

洋浦

菜篮子“轻”了 幸福感强了
◀上接A01版

动真格：约谈排名靠后市县
我省建立保供稳价机制，新

建和改善527个终端平价菜网点

压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依托
基本蔬菜品种目标价格管理机制、完善
常年“菜篮子”建设统计报告机制……
我省通过建立健全价格稳定机制，确保

“菜篮子”保供稳价。
今年2月，省稳定“菜篮子”价格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稳价办）组
织在海口召开全省“菜篮子”工作现场
会，要求各市县政府强化“菜篮子”市县
长负责制，并对今年我省“菜篮子”工作
进行了部署。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印发《2021年
海南省“菜篮子”保供稳价重点工作》《关
于进一步完善“菜篮子”保供稳价督查考
核机制的通知》，通过建立日监测，周、月
通报机制，定期对各市县“菜篮子”品种
零售价格情况进行排名通报，督促被通
报的市县及时采取措施调控市场价格。

“我省已经建立菜篮子督导考核机
制，每年进行督导考核，对考核不合格

或连续两年在‘菜篮子’考核排名靠后
的市县进行约谈，进一步压实主体责
任，督促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省稳价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省政府还成立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专
班开展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工作。市
县政府相应成立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专
班，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作目
标。省发展改革委还大力推进我省平价
菜价格监测体系建设，每月通报我省各市
县“15+N”种基本蔬菜和其他蔬菜品种月
均价，努力实现降低菜价的工作目标。

此外，我省还大力推进平价商店、平
价专区、社区菜店、平价摊位等多模式的
平价网点建设，逐步提高平价菜的市场
比例，发挥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力争今
年国企主导平价菜销量市场份额占比达
到15%以上。今年以来，我省各市县已
经新建和改善527个终端平价菜网点。

全环节：稳生产促流通强监管
提高“菜篮子”自给率、政

府主导调控、重拳打击“菜霸”

我省推动“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

不仅从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还通过生
产、流通、监管等全环节助力市民“菜篮
子”拎得更轻、更稳。

稳生产，建好“菜园子”丰富“菜篮
子”品种。今年以来，省稳价办督促各
市县落实常年蔬菜基地最低保有量，保
持我省常年蔬菜基地规模15万亩。同
时，省农业农村部门不断提高蔬菜种植
设施化水平，使我省蔬菜自给率达到
65%。提高生猪市场供应量方面，今年
4月份，我省生猪存栏量约294万头，出
栏量34万余头，自给率为82.13%。

促流通，拉近从“菜园子”到“菜篮
子”的距离。由省商务厅牵头编制的
《海南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十四
五”发展规划》，明确部署了“十四五”
期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升级，建
立和完善公益性市场体系，培育多元
化农产品市场主体，完善农产品供应
链管理体制等11项具体任务。通过完
善中心批发市场、区域性批发市场和
终端零售市场的流通体系建设和网点
布局，促进生鲜农产品流通，降低流通
环节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由省商
务厅牵头建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平价

菜保供惠民智慧管理平台上线，通过数
据集采，精准管控平价蔬菜流通。

此外，我省还建立政府主导调控平
台，鼓励各市县探索成立由政府主导的
国有控股“菜篮子”集团，实行企业化管
理，按照市场化运作，统筹“菜篮子”建设。

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与省
内外95家供货商签订供货协议。海
口江楠批发市场、三亚新鸿港等五大
批发市场扩大岛外蔬菜调运，截至6
月17日，我省5家主要蔬菜批发市场
组织外地蔬菜共27.2万吨，满足省内
市场需求。

强监管，规范“菜篮子”明码标价净
化市场。6月18日，2021年海南省扫
黑除恶重点案件新闻发布会举行，重点
通报我省打掉凤翔蔬菜批发市场、海口
南北水果市场“菜霸”“果霸”黑恶团伙
的案件情况。

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
掉“菜霸”“渔霸”“果霸”等团伙17个，
破获刑事案件1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3人，有力地打击了农副产品流通领
域各类违法犯罪。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