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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以来

截至今年5月

海口高新区新签约项目88 个

总投资164 亿元

新开工项目125 个

完工项目98 个

2021年
高新区（含观澜湖）

营业总收入537.4 亿

增加值129.17 亿元

税收67.76 亿元

增收14.45 亿元

同比增长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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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6月30日电（记者王
迎春）6月30日，富力海洋欢乐世界
举行2022年暑期旅游产品发布会，通
过推出“六重惊喜”，全方位满足广大
游客需求。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坐落于
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港畔，拥有探索
港湾、冒险海洋等5大园区及40余

套游乐设施设备，占地规模 2000
亩。针对今年暑期，海南富力海洋欢
乐世界紧扣游客的节日游乐需求，通
过对外发布的“六重惊喜”暑期旅游
产品，助力海南全域旅游发展。接下
来，园区将联合省内主流媒体，开发
更多的新型旅游产品，推动海南海洋
旅游产业升级。

此次发布的内容包括：一、园
区新的设施设备投入运营，二期项
目正在积极筹备中，将为游客带来
全新体验；二、园区演艺升级，新伙
伴海豚加入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大家
庭，演出节目大换新，带给游客更好
的观看体验；三、园区打造特色餐饮
及商品服务，网红甜品屋、海底餐

厅，各类海洋动物玩偶，IP产品应有
尽有；四、园区推出各类研学活动，
有丰富的研学小课堂，每天准点开
课，还有特色的夜宿及夏令营产品，
寓教于乐，全方位满足游客研学旅
游需求；五、园区持续推出优惠回馈，
为广大游客推出特色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岛民、学生、双园套票、各类组合

套票等，提升游玩体验；六、凯悦酒
店即将开放，打造一站式乐园游玩，
全新概念的度假区，集吃、住、娱、
游、购、行为一体。

此次发布活动由富力集团、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主办，富力海洋
欢乐世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
播共同承办。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发布今年暑期产品
设施设备、演出节目、研学活动纷纷“上新”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郭
萃）6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奋进
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
布会（第三十六场）——“风劲帆满图
新志 踔厉奋发正当时”海口国家高新
区专场获悉，海口高新区加快打造“1
个千亿+4个百亿”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2021年营业总收入537.4亿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截至今年5月，海口高新区新签
约项目88个，总投资164亿元；新开
工项目125个、完工项目98个。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海南
自贸港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踏上了

“扩区发展、多元发展”之路，从“一城
四园”拓展为“一区七园”，从主攻高新
技术产业延展到涵盖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2021
年，高新区（含观澜湖）营业总收入
537.4 亿，增加值 129.17 亿元；税收
67.76亿元，增收14.45亿元，同比增
长27.1%；固定资产投资104亿元，同
比增长31%。

在强化招引增量方面，截至今年
5月，海口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6200
余家；新签约项目88个，总投资164
亿元，一批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龙头

企业、上市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等相继
落户，成为支撑产业升级重要引擎；新
开工项目125个、完工项目98个。高
新区立足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推动

“飞地”经济实现突破，与武汉东湖高
新合作建设自贸港首个省际飞地项
目；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合作建设自贸港首个省内飞地项目，

“乐城先行区研用+高新区生产”模式
初步形成。

在打造产业集群方面，高新区正

加快打造“1个千亿+4个百亿”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其中，高新区加快培
育“海口药谷”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平
台、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两
年来，高新区签约落地晖致、艾昆纬、
乐泰、华熙生物、万孚等企业52家，项
目建成达产后将新增年产值77亿元、
税收9.7亿元；打造百亿级节能环保
产业集群，全生物降解新材料产业现
已初见成效，落地企业20家；打造百
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吉利新能

源商用车、平野新能源特种车、和合新
能源组装车以及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
中心项目等具有自贸港显现度的项目
相继落地；打造百亿级装备制造和百
亿级现代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支持椰
树扩大生产，佛山照明、海兴电力、光
明乳业、粮全其美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上市企业纷纷落户高新区。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海口高新
区全面推行“企业秘书”制度，园区
106家企业和139个项目共配备56名

企业秘书，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全生
命周期优质服务；今年又与省药监局
联合设立药械创新服务站，向医药企
业派出“专业企业秘书”，深受企业好
评，在“专业企业秘书”帮助下，海孵公
司研发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仅用
21天就完成申请到公示，获批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

此外，海口高新区在“极简审批”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极简审批+承
诺秒批+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将审
批速度提升90%以上。高新区多点
发力为企业提供用地便利，先后开展
混合用地改革、工业用地产业用房分
割转让改革、“标准地”制度改革，拿地
即开工。

下一步，高新区将立足省第八次
党代会确立的“一本三基四梁八柱”
战略框架，按照到2025年“工业总产
值超700亿元，营业收入超千亿元，
税收达80亿元，高企数量400家以
上”的目标，以培优育强主导产业为
主线，积蓄发展动能；以建设高能级
科创平台为核心，提升承载能力；以
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创新体制
机制；以打造发展新增长点为目标，
强化区域联动，奋力扛起自贸港建设
的园区担当。

海口高新区着力打造“1个千亿+4个百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积蓄动能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

万宁举办书画作品
邀请展活动
展示新时代的美好画卷

本报万城6月30日电 （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曾君倩）6月 30日上午，“喜迎二十大·翰墨
颂党恩”书画作品邀请展活动在万宁东山书画
院举办。

活动现场，参展人员沿着绿树环绕的山道移
步东山书画院观看书画展。展区内，书法作品被
精心装裱在四周墙面上，这些出自省内外书画名
家及万宁本土书画家的作品主题鲜明、立意高远，
深厚的艺术底蕴勾勒出一幅幅具有生活气息和时
代色彩的美好画卷。

万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魏家喜向记者介绍，
活动前期，主办方从325幅报名参展的作品中精
挑细选出101幅书画作品。

据了解，本活动展出时间从6月30日至7月
9日，活动旨在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
理念，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
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为建
设“文化万宁”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本活动由省政协书画研究院指导，政协万宁
市委员会主办，万宁市委宣传部等协办。

三亚国际免税城扩建
预计明年6月竣工

近日，俯瞰正在建设中的三亚
国际免税城一期二号地商业项
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37亿
元，已完成投资10亿元，主要包含
免税商业和酒店。目前，总建筑面
积73629平方米的商业项目已完
成主体钢结构封顶，预计2023年
6月全面竣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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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一
个崇廉洁、知廉耻的好学生。”日前，华
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高一年级19
班的曾怡在国旗下发出了铿锵有力的
倡议。据悉，该校3304名学生和498名
教职工，共同参加了一次主题为“自贸
港你我共建，清廉校园你我同行”的升
旗仪式。

6月20日，海口滨海第九小学琼中
附属实验小学多媒体教室内，该校140
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主题为“笔墨扬正
气，书写颂廉洁”的书写大赛活动。

开展国旗下的讲话，举办清廉寄语
硬笔书法比赛，只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创建清廉校园的缩影。

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委“清廉自贸
港”建设总体部署，琼中县纪委监委驻县
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指导县教育局印发
《关于开展清廉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
的通知》，在琼中县第一小学、滨海九小
琼中附属实验小学、华中师范大学琼中

附属中学3所学校组织开展主题为“自
贸港你我共建，清廉校园师生同行”的

“七个一”清廉校园创建活动，即由思政
教师为学生上一堂清廉主题思政课；给
学生发放一封清廉倡议家书；举办一次
清廉手抄报活动；制作一期清廉文化宣
传栏；举办一次清廉寄语硬笔书法比赛；
为高三毕业生上“最后一堂课”暨清廉教
育；开展一次国旗下的“清廉故事宣讲”。

据了解，自活动开展以来，琼中县各
学校结合“廉”文化特色，积极采用不同
活动载体，讲好清廉故事、不断推动清廉
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走深走实。该县纪
委监委督促县教育局召开动员部署会5
场次，琼中县3所学校99个班级4955名
学生参与清廉校园创建活动，发放清廉
倡议家书近5000份，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50场次。

“通过举办系列活动，深入推进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
设，把廉洁文化渗透到校园各处，坚持清

廉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全社会形成以清
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取向。”琼中县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撰文/朱德权 刘思广）

琼中：清风拂校园 廉洁润娃心
“让清廉成为自由贸易港鲜明底

色”“清廉琼中，你我共建”“清廉为官，
虽无万贯家财，但良心无愧……”近日，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各公交候车
亭、“三月三”广场和兴教路等主要路段
LED广告屏都不断滚动播放着廉洁标
语和清廉公益广告。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琼中县纪委
监委借助廉洁文化公益广告、廉洁文化宣
传标语等方式，开发宣传新阵地，持续传
递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正能量，推动廉
洁文化建设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之中，真正
让廉洁文化宣传润物细无声。

除投放公益广告外，琼中县纪委监
委还结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形势、
新要求，组织拍摄廉洁文化微电影、警
示教育片。向全县各乡镇党委，县委各
部门，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
体、县属企事业各单位党组（党委）征集
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结合党员领
导干部违纪违法“低龄化”趋势，琼中县
还组织开展年轻干部专题警示教育，通

过讲解员深入浅出的讲解、丰富多彩的
图文资料展示，给全县35岁以下副科
级及以上干部上了一堂触动心灵的廉
政教育课，让干部接受精神洗礼。把

“廉”融入党员干部日常生活，让党员干
部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使干部真
正做到“学廉思廉践廉”。

截至目前，琼中县纪委监委积极协
调县委宣传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在全县各公交候车
亭、大型LED屏、路灯灯杆道旗等投放
廉洁文化公益广告，筹备拍摄廉洁文化
微电影、警示教育片，在《今日琼中》报
投放廉洁文化公益广告。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全方位、立体
化输出，增强廉洁文化宣传的亲和力、渗
透力，积极传播纪检监察‘正能量’，唱响
党风廉政‘好声音’，教育和引导干部向
上向善，从思想源头上解决党员干部腐
败动机、消除贪腐之念。”琼中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撰文/朱德权）

琼中：让廉洁文化宣传“润物细无声”

6月20日，在滨海九小琼中附属实验小学，学生们观看廉洁文化进校园主题手抄报。
朱德权 摄

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良好氛围

“两法一规”学法宣法
进市县活动启动

本报定城6月30日电 （记者赵优）6 月 30
日，海南省教育系统“两法一规”学法宣法进市
县活动启动仪式在定安举行，以进一步宣传、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保护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在全社会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采取“现场＋视频”的方式，主会场
设在定安县山高学校，各市县教育局设分会场。
当天，省高院副院长王萍、省教育督导局局长曾维
陆围绕向学生欺凌说“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
主题，以典型案例的剖析，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列
举了当前未成年人工作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深
入浅出地阐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引导各
地各校如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实施中小学生生命安
全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工程，共建成4个中小学
生安全应急演练基地，对中小学生进行实战应急
演练培训达到10多万人次；学校专职保安配备、
校园封闭化管理、“护学岗”、一键式报警和视频监
控联网实现4个“100%”全覆盖；各地各校通过上
好法治课、专题讲座、法治课教师培训、校园专栏、
发放宣传资料、利用新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促进

“两法一规”等法律法规知识进校园、进课堂常态
化……普法、学法、懂法、守法正在转化为中小学
生的行动自觉。

临高6座乡镇标准示范
生活垃圾分类屋“上岗”

本报临城6月30日电（见习记者李豌 记者
张文君）海南日报记者6月30日从临高县相关部
门获悉，今年临高已建成6座乡镇标准示范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屋，总建设资金约31万元，目前均
已投入使用。6座生活垃圾分类屋分别位于该县
临城镇江北区兰琴路滨江公园对面、临城镇江南
区四号桥旁、皇桐镇原税务局旁、多文镇多文中心
幼儿园旁、和舍镇和舍中心小学旁、南宝镇南宝农
贸市场旁6处人口密集、人流较多、宣传教育效应
明显的地点。

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局长李祥生介绍，目
前，每座垃圾屋都配备了保洁员兼任垃圾分类督
导员，并将责任人、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上墙，以
规范运营管理；在垃圾屋醒目位置张贴“示范垃圾
屋问效于民的二维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