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天时地利人和”，本意指作战时
的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的
向背。

当这一词组延伸到浙江大学和海
南的合作上时，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党
委书记杨捷有着不同的“理解”：“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千载难
逢，乃‘天时’；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创
新’和海南自贸港的主导产业、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的主攻方向同样契合，为

‘地利’；相关职能部门全力支持、贴心
服务，是‘人和’。”

杨捷解析道，如此的“天时地利人
和”，便是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
产业创新平台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的原因。

1月6日，包括浙江大学（海南）先
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在内
的2022年度第一批142个海南自贸港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
业创新平台，是浙江大学助力深海科
技建设、推动南繁硅谷创新发展的重
要平台，也是打好‘卡脖子’攻坚战不
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单位。”杨捷
表示，平台建成后，将瞄准国际研究机
构，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在先进技术与
产业创新领域的优势，建设新型国际
技术创业研发机构，推动国际先进科
学研究与技术转化，建成世界科学的
高地。

“天时地利人和”，同样适用于紫金
矿业和海南的合作。不过其中的“地

利”一词，在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丘伟东心中，又有不同“理解”。

2021年5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三批集中开工
活动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携紫金国际中心项目“亮相”，瞄准的是

“总部经济”。
不到一年，2022年1月6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
集中开工活动上，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携紫金三亚黄金产业园再次“登场”，
这次其瞄准的是“免税政策”。

紫金国际中心项目落地三亚中央
商务区，紫金三亚黄金产业园同样选
址产业园区——三亚梅村产业园。梅
村产业园以“高端制造新基地，数字开
发新中心”为发展定位，将打造“2+1+

1”的产业体系，2大核心产业即黄金
珠宝及高端消费品、生命科学；1个未
来产业为数字经济；1个产业功能为
物流分拨。

梅村产业园将打造“前店后厂”模
式，推动“保免（保税生产、免税销售）一
体化平台”建设。以黄金珠宝产业为切
入口，从设计文创到研发加工，从海关
监管下的生产到进入免税店销售，紫金
三亚黄金产业园“内容丰富”。

“黄金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
久，而且黄金也是中国游客在境外
消费的热门品类。”丘伟东说，紫金
三亚黄金产业园将用好用足海南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以及园区的“保免
一体化平台”，助力海南吸引境外消
费回流。

（本报三亚1月6日电）

高校和企业顺“天时”、抓“地利”、迎“人和”——

进驻海南筑“高地”落户园区掘“金山”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月6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一派热闹的动
工场面。当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活动
主会场仪式在此举行。本次集中开工
项目142个，总投资373亿元，2022年
计划投资101亿元。

决胜要有决心，开局重在开头。
新的一年，全省上下紧紧围绕“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把投资油
门踩到底”的决心，以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的精神状态，为加快推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动能激活投资“开门红”

活动现场，一块块蓝色的展板对
重点项目进行介绍，不仅澎湃着海南
自贸港投资火热的新动能，也展示出
我省重点项目投资一派“开门红”的新
气象。

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9.01亿元，
预计2024年4月竣工；总投资10亿元
的洋浦申能电气风电新能源装备产业
项目，将新建8兆瓦至15兆瓦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工艺生产线；总投资16.48
亿元的正大万宁兴隆咖啡城项目破土
动工……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中，从
投资规模看，总投资10亿元（含）以上
项目5个，总投资130亿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35%；总投资5亿元（含）至10
亿元项目13个，总投资83亿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22%；总投资1亿元（含）
至5亿元项目56个，总投资136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36%；总投资1亿元
以下项目68个，总投资24亿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7%。

“浙江大学与海南省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通过共建海
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开展高能级平台
搭建、高层次人才培养、‘卡脖子’技术
攻关、高水平成果转化等全面战略合
作。”浙江大学副校长王立忠在开工仪
式现场激动地说，目前，依托浙江大学
优势学科已招收培养海南专项研究生
280名，首批海南专项研究生已经入
驻海南开展科研工作，探索形成了海
南厚度、浙大深度、三亚温度相互融合
的育人体系。

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关键在于重点
项目的加速推动和落地。2021年以
来，我省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
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一批批重点项目结出硕果，为我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截至2021
年底，我省重点（重大）项目累计完成年
度投资 801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03%，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新投资“绘出”产业新图景

产业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根”之所
在。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围绕“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鼓励和引导资本
投向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不断发展产
业集群，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从项目类型看，本次集中开工的
重点项目中，产业项目49个，总投资
244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5%；基础
设施项目56个，总投资67亿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 18%；公共服务项目 30
个，总投资49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3%；其他项目7个，总投资13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4%。

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
心建设项目、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
定评价及确权交换中心项目、三亚水
产苗种南繁生态产业园……海南日报
记者梳理发现，当天，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共集中开工7个重点项目，主打“南
繁种业”和“深海”两大未来产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政
策，以南繁产业、深海产业为核心，充
分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战略投资发展处主任柏
超表示。

不久的未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中国南繁中心项目还将进一步助力我
省南繁事业转变为南繁产业。

“项目以南繁种业为主题，总投资
15.9亿元，总建筑面积为13.47万平方
米，将打造为集科研办公、科技交流、
科技成果孵化于一体的南繁服务综合
体，为南繁科研单位和种业全行业专
家提供配套服务。该项目2022年计
划投资2亿元，建设期3年，预计2024
年 10月竣工。”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常
务副总经理高伟表示。

新谋划开拓合作新空间

王立忠认为，浙江大学（海南）先进
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是浙江大学助力
深海科技建设、推动南繁硅谷创新发展
的重要平台，未来将瞄准国际研究机
构，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在先进技术与产
业创新领域的优势，建设新型国际技术
创业研发机构，推动国际先进科学研究
与技术转化，建成世界科学的高地。

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丘伟东表示，接下来，企业将充分把握
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把紫金三亚黄
金产业园项目建设成为集设计文创、
生产加工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用
好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吸引境外
消费回流。

“开局就是冲刺、起步就是决战，
本次集中开工活动的顺利举办，为实
现今年一季度投资‘开门红’打下了坚
实基础、增添了强大动力，更为我省今
年抓项目促有效投资工作吹响了冲锋
号、按下了快进键、坚定了必胜信心。”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省委省政府

“按季抓、月跟踪”工作要求，较均衡地
将年度投资分解到每个月，尽快实现
均衡增长、平稳发展，并确保实现本年
度投资预期增长目标。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新的
一年，全省上下将继续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把投资油门踩到底，以开局精
彩，与更多投资者共创新的精彩。

（本报三亚1月6日电）

踔厉奋发气象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活动观察

本省新闻 2022年1月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千懿 检校：王振文 黄如祥A03 综合

■■■■■ ■■■■■ ■■■■■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易宗
平）1月5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
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并研究贯
彻意见。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
情况的报告（送审稿）。会议还研究了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2021年工作情
况和2022年工作安排的报告（送审稿）

等事项。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配 套 法 规 专 项 规 划（2021—
2025）》（送审稿），还审议了《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
（送审稿）等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何西庆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肖杰、陆志远、关进平，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林泽锋参加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
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嘉积 1 月 6 日电 （记者袁
宇）1月6日，中国共产党琼海市第十
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田
志强为琼海市委书记，傅晟、陈兴兴
为琼海市委副书记。当选为琼海市

委常委的还有：陈辉、徐建、钟辛
（女）、占建云、吴坚强、潘艳红（女）、
张军、陈剑华。中国共产党琼海市第
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选举徐建为市纪委书记。

田志强当选琼海市委书记

关注市县党代会

本报八所1月6日电（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中国共产党东方
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
天选举田丽霞（女）为东方市委书记，卢
胜（黎族）、欧阳华为东方市委副书记，

当选为东方市委常委的还有：吴建辉、
孙优、陈楠林（回族）、张运红、陈华强、
敬志强、周坛、蒙宋武。中国共产党东
方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孙优为市纪委书记。

田丽霞当选东方市委书记

本报金江 1 月 6 日电 （记者高
懿）1 月 6 日，澄迈县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孙泽文
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潘思群、周
有健、欧阳斌、伍楚君（女）为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冀铁军为县
长，向锂、林瑞文、黎雅（女）、杨宗
峰、欧俊宁、洪海波（女）、蔡笃汉为
副县长；选举程海为县监察委员会

主任；选举昌盛为县人民法院院
长；选举吴绍维为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须报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

1月5日，政协第十一届澄迈县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魏和金为县政协
主席，沈新霞（女）、何洁贞（女）、吴清
宝、陈颖镇为县政协副主席。

澄迈县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关注市县两会

以开局精彩带动全年出彩

海口新能源暨智能网联车展开幕
展出新能源车辆近400辆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张楠楠）2022（第四届）海口国
际新能源汽车暨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于1月6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车展为期4天，总展览面积近6万
平方米，展出新能源车辆近400辆。

据了解，本届车展以“绿动未来”
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行业与智能
网联技术的融合发展，展示汽车相关
企业的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参展
企业基本涵盖国内外知名汽车生产
制造商。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车展还在1
号至 4 号展馆室外场地，规划了约
7000平方米的动态展示体验区，给观
众提供更直观更有趣的观展体验。主
办方准备了多个品牌的车辆，并有针

对性地设置了不同项目供参观者选择
体验。观众可以在现场亲身体验时下
最前沿的汽车科技及驾乘乐趣，更直
观地感受车辆性能。

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峰会、沙龙、
研讨会、技术交流会及颁奖活动等近
20场活动，为业界搭建沟通交流的平
台，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据了解，截至2021年12月底，海南新
能源汽车新增上牌数量超过 5.5 万
辆，保有量占比增加到7%；市场新车
渗透率增至27.8%，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2倍多。

本届车展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汽车
行业商会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
司联合主办。

1月5日，在海口高新区药谷
工业园区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根
据订单，抓紧生产各类药品。

据了解，海口高新区加快制
度创新，升级了“极简审批+企业
服务”，推动“企业秘书”制度化、
标准化，搭建企业“全链条”服务
需求体系，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
助力企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做优园区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广告·热线：66810888

◀上接A01版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项目建设的“催

化剂”。抓项目促投资，要强化营商环境
这个重要保障。常言道，地旺则苗壮。
省委书记沈晓明多次指出，要把营商环
境打造成为海南的“金饭碗”。我们要
以项目建设为试金石，瞄准企业投资经
营中的痛点、堵点，下大力气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以“店小二”的主动、“保姆
式”的精细，做好项目全链条对接跟踪，
服务好每一个企业、保障好每一个项
目。尤其要围绕产业发展全链条和企
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实施最低市场准
入、最简权力清单、最优审批服务、最有
效监管“四最”改革，为企业发展、项目
入驻提供最优质服务。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在实干。项目
投资工作能否快速推进、形成气候，考

验着各级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实干能
力。要突出一个“干”字，增强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拿出奋勇争先、比学赶超的
劲头，深入领会高质量发展内涵，开足
马力、迎难而上，在推动项目早落地、早
开工、早见效中抢占发展先机；要抓好
一个“实”字，坚持提早谋划、提前布局，
定好“时间表”，画好“路线图”，鼓起精
气神、亮出新姿态，以钉钉子精神全方
位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安全高
效推进，建成更多效益工程、廉洁工程、
优质工程和标杆工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乘着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蓬勃之势，闻令而动、勇当
先锋，紧紧扭住项目建设不放松，把投资
油门踩到底，瞄准目标稳步向前，我们定
能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为自由
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