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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开工建设的项目中，一批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受到广泛关
注。这些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
增强群众在交通出行、教育等方面
的获得感。

五指山市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共有2个，一是五指山市第三小学
搬迁建校项目，项目总投资 1.77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0.6亿元，预计
2023年 8月竣工；二是山海高速
南圣出入口改造及“南水”“毛水”
等公路沿途景观改造项目，项目总
投资0.87亿元，预计2022年 3月
竣工。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指
出，要以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更
加精准的服务保障，为企业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屯昌县当天共有4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7.68亿元。

4个项目分别为屯昌新兴100
兆瓦农光和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屯昌鹏润60兆瓦农光互补项
目、向阳小学二区（下坡小学）项

目、向阳小学三区（迈敏小学）项
目，涵盖教育等领域。

陵水黎族自治县此次共有4个
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4.84亿元，
2022年计划投资2.72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4个项目分别
为海南疍家博物馆群项目、中电科
信息产业园北面规划市政道路及
配套工程、陵水明月路市政道路
工程（北斗路至中心大道段）以及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中国传媒大学考文垂学院项
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
务，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当天，陵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还为海南疍家博物馆群项目进行
了现场制证。

接下来，陵水将谋划好项目、
大项目，围绕“3+1”重点产业发展
方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引进
一批好的产业项目，推动全县产业
结构加速调整，为陵水长远发展打

好坚实基础。
当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共

有14个项目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9.9亿元，涵盖体育产业、农产品
精深加工、康养旅游、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等领域。

14个项目包括琼中体教融合
发展（琼中女足）示范区项目（一
期工程）、琼中富美乡村水环境治
理项目污水处理工程、琼中长征
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海南湾岭
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复式标准厂房
（南区）等，其中有 8个公共服务
类项目。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琼中体教
融合发展（琼中女足）示范区项
目（一期工程），海南日报记者了
解到，该项目总投资 4.29 亿元，
建设用地面积逾18万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足球训练场地、足球
比赛场地、场地配套训练设施、
运动员生活服务中心及运动员
餐厅等。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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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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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同步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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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类项目较多。这些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产业体系，优化公共服
务供给，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夯实基础。

1月6日，在万宁分会场活动
现场，该市集中开工建设正大万
宁兴隆咖啡城项目、海南高端医
疗车制造项目等7个项目，总投
资31.62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正大万宁兴
隆咖啡城项目总投资16.5亿元，
2022年计划投资3亿元，拟开发
建设商业和文化类建筑及相关配
套设施，咖啡厂旧改和咖啡厂配
套楼等，项目计划2024年12月
竣工。

东方市当天集中开工4个项
目，总投资6.42亿元，其中产业类
项目2个，分别为东方市芒果深
加工产业链建设项目（一期）和空
分气体生产线项目。

据介绍，东方市芒果深加工
产业链建设项目（一期）总投资2
亿元，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后，预
计全年可消耗各种芒果原料8万
吨、木瓜原料1.8万吨、玉米原料
6万吨、哈密瓜原料1.5万吨。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项目的引进及落地建设，将为
东方市扩投资、稳增长、促改革等
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澄迈县始终坚持“项
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好项目、
好质态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澄

迈此次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94.4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38亿
元，包括海洋石油装备生产制造
项目、默文石油物探仪器有限公
司智能仪器项目等8个项目，涉
及油气服务、社会民生、基础设施
等领域，项目的实施将为澄迈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澄迈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示，澄迈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从全局出发，坚持把“抓
项目促有效投资”摆在突出重要
位置，全力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积
极配合投资方和施工单位做好协
调服务工作，扎扎实实为企业排
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当好服务项
目、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1月6日，定安集中开工6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 13.36 亿元。
其中，4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
10.7亿元，分别为建科医疗器械
项目、锐洁明邦中央洗涤园项目、
仙牛农业综合产业园项目，以及
億峰互联网商业城项目。

定安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集中开工的6个项目覆盖了
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领域，将
成为定安未来一段时间内培育发
展新动能、促进产业快升级的有
力支撑。

此次项目集中开工，我省多个
市县启动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为发展产业、改善民生、优化营商
环境打基础。

文昌市本次集中开工项目11
个，总投资11.2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5.45亿元。开工项目涉及基础
设施项目6个，分别为海南省文昌
市文城镇大潭路（文昌大道至火车
站段）改造工程项目、文昌市航天
大道片区北二环路（航天二环路）
工程、文昌市文清大道加压管（清
澜方向）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文昌
市文清大道加压管（文昌方向）供
水管道改造工程、海南省文昌市东
路水厂取水泵站扩建及输水管线
工程、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富豪水
厂（富豪水厂至下东村段）供水管
网扩建工程，总投资3.7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2.45亿元。

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出席开
工仪式时表示，全市上下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弘扬“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

“四到”精神，当好“有呼必应、无事
不扰”的金牌“店小二”，为项目建
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月6日，琼海市集中开工7个
项目，总投资16亿元。

据介绍，琼海本次开工的项目
分别是博鳌海鸭湖颐园项目、衍宏

悦城项目、维嘉国际广场项目、博
鳌中心镇区规划一路项目，以及大
路镇农产品深加工片区华居路道
路、华业路道路、康庄路道路一期
项目。

此次开工的项目中，博鳌海鸭
湖颐园项目位于博鳌镇文山路，总
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特色酒店、小型会场、特
色下榻客房、中小型宴会厅、商业
及餐饮等，总投资约9亿元。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批高质量项目的开工建设，将进
一步提升该市服务保障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整体水平，加快推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为琼海产业发展注
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此次临高共开工3个项目，总
投资约10.25亿元，分别为北汇绿
建装配式建筑智造产业基地项目、
龙庆东南（海南）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项目、彩虹（临高）36兆瓦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等。

其中，北汇绿建装配式建筑智
造产业基地项目产品业务涵盖智
能制造、装配式钢结构预制构件、
隐式框架钢结构住宅体系产品等；
龙庆东南（海南）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项目，总用地面积175亩，规
划建设1个装配式钢结构绿色建筑
（钢结构、钢筋桁架楼承板）部品部

件生产区、1个大跨度异型重型钢
结构件（超高层建筑、大跨度空间
结构及钢材桥梁等）生产区、1个装
配式内外墙板生产区等。

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开工的项目将为临高产业发
展注入发展动力，形成更强劲的产
业集聚效应，推动临高“三区一园”
建设再上新台阶。

1月6日上午，昌江集中开工
7个项目，总投资约11.9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 3.04 亿元，涉及基础
设施、重点产业、公共服务等多个
领域。

据了解，此次昌江开工项目
分别为县杨柳桥改造工程项目、
县妇幼保健院标准建设项目、县
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渗滤液扩
容改建工程项目、石碌铁矿石悬
浮磁化焙烧技术改造项目、废旧
轮胎综合利用项目、惠城广场（一
期）项目、霸王岭大酒店项目等。
其中惠城广场项目分两期开发建
设，总规划建设有高端商务酒店、
黎苗特色风情商业街区，海南特
色免税商业区等。

昌江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为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增添新活力，为昌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集中开工12个项目

加大安居房建设力度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1月

6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
度第一批集中开工海口分会场活动在新琼
小学项目及美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现
场举行。此次海口共集中开工建设12个项
目，总投资40.2亿元。

据介绍，本次海口开工的12个项目中，
基础设施项目4个，分别为美兰区保留村庄
农村（江东新区内）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一
期）、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管网项目、兴洋
三横路项目、桂林洋保留村庄农村（江东新
区内）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一期）；公共服务
项目5个，分别为海口市新琼小学项目及美
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江东新区起步区鸿园
国际公寓项目、江东新区安居房项目（JD-
ZH-02-C02地块）、江东新区安居房项目
（JDWH-02-A09-2地块）、海口汽车客运
总站（二期）项目；产业项目3个，分别为京
东智能产业园海口江东项目（一期）、中国智
能物流骨干网海口江东新区节点项目（菜鸟
项目）、长安制药美安科技新城新厂建设项
目（二期）。

此次海口集中开工的12个项目中，投
资体量最大的是江东新区安居房项目（JD-
ZH-02-C02地块），总投资达6.61亿元，该
项目预计2023年9月竣工。

海口

集中开工14个项目

为重点园区提质增效
本报三亚1月6日电（记者黄媛艳）1月

6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
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活动主会场设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浙江大学（海南）先进
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现场。三亚
此次集中开工14个项目，总投资58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17.9亿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商业、科研等多个领域。

本次三亚集中开工的项目中，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占据一半，7个项目总投资45亿
元，2022年计划投资13.3亿元。浙江大学
（海南）先进技术与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全球
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及确权交换中心
项目、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建
设项目等系列项目聚焦种业、深海领域，着
力完善科研平台支撑，力促产学研用一体化
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开工建设的
紫金三亚黄金产业园等项目，聚焦现代服务
业等产业，力争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能。三
亚市儿童福利院扩建项目等一批新开工的
项目，则聚焦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着力补
短板、优民生，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集中开工10个项目

打造智慧供应链中心
本报洋浦1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珂 李灵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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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洋浦分会场活动在洋浦申能电气风电新能
源装备项目工地举行，集中开工项目10个，
总投资29.79亿元，涵盖新能源、石化新材
料、医疗器械、食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产业
类项目6个，业主均为行业领军企业，是高
技术、高附加值、低环境负荷的项目，符合海
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发展定位。

据介绍，洋浦申能电气风电新能源装备
产业项目由上海申能集团和上海电气风电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总投资10亿元，将为海
上风电项目提供设备和运维支撑，助力海南
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洋浦国际智慧供应链中心项目（一期）
由海南港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
公司是中远海运在海南唯一区域性综合物
流平台，项目总投资3.9亿元，建设期货交
割、现代物流、保税仓储、产业互联和箱务管
理五大功能中心，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航运枢纽提供智能化、智慧化物流保障，对
洋浦吸引航运要素聚集具有重要意义。

儋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当天集中
开工的10个项目，是儋州洋浦着眼于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反复研
究、精心谋划的项目，将为儋州洋浦打造海
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提供重要支撑。

产业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重点领域“多点开花”

基础设施
“五网”升级改造，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公共服务
全力推进民生项目，确保增进民生福祉

三亚

儋州洋浦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公共服务项目30个

总投资49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3%

总投资373
142个

亿

2022年计划投资

101亿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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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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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
工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图为三亚主会场。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