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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海南西部惠民车展在儋州启幕

新车齐聚 优惠空前
本报那大7月1日电（见习记者曹马志 记

者林书喜）7月1日上午，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举
办的2022年第八届西部惠民车展暨西部新能源
下乡展在儋州市民文化广场开幕，共有近50个汽
车品牌超过300款车型参展。

此次车展的举办，是促进儋州洋浦一体化
消费水平升级换代的具体举措，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以最大的优惠买到心仪的汽车。据
了解，在今年的车展现场，领克PHEV新能源
车型优惠 6000 元，燃油版全系赠送全额购置
税；威马汽车优惠力度达到 5万元，并送终身
免费保养。此外，还有部分参展品牌打出“购
置税全免”“零首付”“分期零利息”等多种促
销政策，因此，本届车展将成为消费者购车的
好时机。

据介绍，该车展作为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的系
列子活动之一，是今年海南西部最大的汽车展会，
成为当地推动消费升级的有力抓手，也成为广大
汽车厂商、经销商的重要展销平台之一。

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负责人表示，为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该局全力支持汽车销
售企业做优做强做大，促进全民消费和扩大内需，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
第三极。

本报三亚7月1日电 （记者周
月光）7月1日，三亚举行固定资产投
资百日攻坚战启动暨投资项目开工
（签约）活动，开工32个项目总投资
达到165亿元，百日攻坚战目标已完
成年度投资35%。

项目建设是促进投资、优化结
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三亚开工
的32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45.45亿

元，涉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
教育、生态、商业、科研、农业等多个
领域，同时还签约项目5个。

记者注意到，三亚当天开工的
大项目多，如三亚湾海洋生态修复
工程总投资9.08亿元，三亚海棠河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20亿元，
三亚河口通道工程总投资 26.7 亿
元，中共三亚市委党校（三亚市行政

学院、三亚市社会主义学院）新校区
建设总投资7.29亿元等。开工的还
有一批科研项目，如崖州湾科技城
深海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作物
多维组学研究平台、国家耐盐碱水
稻技术创新合作平台等。此外，现
场签约5个项目：东方铁塔国际贸
易总部项目、鲁大师国际研发总部
项目、富荟生物联合海南旅游控股

研发出品沉香项目、生命健康综合
性检测中心—生物药创新分中心项
目和生命健康综合性检测中心—海
洋药物创新分中心项目等。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天
的活动不仅是推动一批项目开工
建设和签约一批企业，更重要的是
吹响三亚投资百日攻坚战的冲锋
号。经过前期的策划，从现在开

始，三亚开展投资百日攻坚战活
动，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定目
标、定责任、定时限、定措施为有力
抓手，重点突出谋项目、引项目、落
项目、督项目、评项目，全力做好项
目谋划、招商引资、建设推进及督
促激励等工作，通过促进投资持续
平稳增长，为稳定全市经济大盘奠
定坚实基础。

三亚32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总投资165亿元

项目为王 激活发展引擎

本报那大7月1日电 （见习记
者曹马志 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
灵军）7月1日上午，儋州市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签约活动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举行。一大批高质量产业项目“扎
堆”落户，总投资达344亿元，将为儋
洋经济圈加快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主会场设在
天运国际（海南）数智加工流通中心
项目。该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计
划投资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0万

平方米。“企业将充分用好海南自贸
港政策，抢抓儋洋一体化发展机遇，
计划建设一栋5层环道立体现代化数
智加工流通中心和配套设施，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物流方案及全程供应链一
体化综合物流服务，全力打造海南规
模领先的智慧流通中心，推动儋洋产
业提档升级。”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代表郭美文说。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高质量产业
项目唱“主角”。此次集中开工的项

目共33个，总投资161.3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32.5亿元，涵盖基础设
施、产业项目、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
领域。其中，产业项目就达21个，总
投资近119亿元，占此次集中开工项
目总投资的73%，近四分之三的投资
都源自产业项目。

儋州洋浦当天还集中签约 28
个重点项目，涉及加工制造、航运、
贸易等领域，总投资 183 亿元，其
中，产业项目14个，总投资173亿

元。占此次签约全部项目总投资
的94.5%。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
今天的投资结构决定明天的产业结
构，今天的投资质量决定明天的产业
水平。”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
局长郑妮介绍，儋州洋浦将招商引资
当作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营造人人
都是招商员的环境，打好产业链招
商、敲门招商、以商招商等精准招商

“组合拳”，成效显著。此次集中开工

签约活动，是儋洋一体化发展以来，
签约项目最多、总投资最多、企业数
量最多的招商对接活动，将为产业高
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儋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
洋浦的干部将努力当好服务企业的

“贴心人”，充分发挥“店小二”精神，
做到“有需必应、无需不扰”，着力打
造营商环境“金饭碗”，为项目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项目高效落
地、高标准建设。

儋洋经济圈集中开工签约61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344亿元

扎堆落户 注入澎湃动能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2022
年海南省巾帼禁塑和垃圾分类宣传季
在海口启动。

活动吸引了现场近千名群众参与，
将“生态文明自贸港 巾帼环保我先行”

“妇女半边天·禁塑要争先”的理念植入
人心。在“绿色生活”趣味游园会活动
环节，现场设置了绿色生活展区、变废
为宝展区、禁塑产品展区、环保体验区
和环保知识科普长廊等。活动现场，市
民们可领取“环保勋章卡”，打卡集齐各
展区印章后，通过“环保嘉奖站”兑换精
美大礼包。大家在寓教于乐中学到了

禁塑、垃圾分类等相关环保知识。
近年来，省妇联在禁塑和垃圾分

类、绿色家庭的建设路上，步履不停，
持续作为，在全省共创建绿色家庭
4000户，创建省级巾帼禁塑宣传教育
示范点6个、绿色家庭示范点18个，
孵化组织“妈妈环保团”等巾帼禁塑志
愿者3.6万人。

据悉，该宣传季系列活动已连续开
展三年。活动还将面向全省“妈妈环保
团”，开展线上线下禁塑与垃圾分类科普
培训，并推出垃圾分类游戏小程序，多渠
道、多形式向大众宣传环保知识和理念。

我省巾帼禁塑和垃圾分类宣传季启动

凝聚巾帼力量 践行绿色低碳

“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
在五指山毛纳村启动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五指山7月1日电（记者谢凯）6月29

日，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海南省群众艺术馆和各
市县旅文局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2022年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看演出、搞培训、听讲座、
观展览、读好书、赏非遗的形式在广大乡村送文
化、种文化、兴文化，以文化人，春风化雨，引导干
部群众坚定信党爱党跟党走的信念，提升道德素
质。做到学法遵法守法，主动关爱老人、妇女、儿
童，自觉抵制吸毒贩毒、封建迷信等行为，积极倡
导绿色环保、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民俗俭办、厚养
薄葬，大力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据悉，接下来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
动将陆续在定安县黄竹镇大坡村、万宁市和乐镇
六连村和三沙市永兴岛等19个点开展114场惠
民、暖民文化活动。同时，全省各市县也将同步开
展此项活动，把党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生态搬迁
住新家

6月29日，在五指山
市通什镇山庄路的生态搬
迁小区里，畅好乡毛庆村
的村民吉圣锋带着孩子住
进新房。目前，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
（五指山市）安置工作推进
下，5个村民小组143户
村民大部分都已签约住进
新家，后续就业岗位安排
等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笔者在参观该扩建项目的过程中注意到，四
周基本没有异味，且厂房看上去简约现代、干净
整洁。

“作为城市环卫重要的基础设施，该项目采用
了严格的环境标准，针对餐饮垃圾预处理车间、厨
余垃圾预处理车间和粪便预处理车间分别配套建
设了除臭系统和新风系统，采取车间及设备全密
闭+负压收集+集中处理+补充新风+重点区域植
物液雾化喷淋等多重环保措施，执行更严格排放
标准，从而有效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姚佳介绍。

姚佳同时表示，建筑风格上，该项目采用了去
工业化的厂房设计，厂房外立面以灰白两色为主
色调，采用穿孔铝板+铝板+玻璃幕墙外墙装饰，
着力提升项目的外在形象，展现公共建筑的美感，
改变公众对于传统垃圾处理设施固有印象。

“该扩建项目的投产运营，对于海口创建无废
城市，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欧绿保海南
公司总经理程春龙介绍，接下来在做好扩建项目
运行工作的同时，还将围绕“工业+旅游”特色主
题目标，对原有厂区设备、设施、公用工程进行升
级改造，将项目整体打造成为集垃圾处理、清洁能
源供给、环保教育和工业旅游为一体的环保示范
基地。 （策划/撰稿 贾嘉）

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投产运营
每日新增垃圾处理量1000吨，居民家庭厨余垃圾有了新归处

“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正式开始进料！”6月30日上午8时许，随着一声令下，一辆辆分别装满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和粪便的收运车辆
驶进卸料大厅开始卸料，大厅后厂房内的机器也随即运转了起来。新生产线的运转，标志着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
项目正式投产，每日可新增垃圾处理量1000吨。今后，海口、澄迈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出的厨余垃圾有了新的归处。

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
理扩建项目由德国欧绿保集团下属海
南澄迈神州车用沼气有限公司负责投
资、建设和运行，总投资2.3亿元。

为何要对原有项目进行扩建？
“2016年10月，海口市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厂开始运行，主要负责处理海口
餐饮店和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欧绿保
神州（海南）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姚佳介绍，到了2022年，每天从
海口运到该处理厂的餐厨垃圾高达300
多吨，远超出处理厂200吨的处理容量，

“我们原有的生产线全面高负荷运转，一
直处于‘吃撑’的状态，亟须扩容”。

为满足渐增的餐厨垃圾处理需
求，以及处理居民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后产生的厨余垃圾，海口市餐厨垃圾
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于2021

年年底开工建设。经过6个月的建
设，于今年6月30日投入运行。

“扩建项目在一期原厂基础上，新
增了3条处理线，新增的处理规模为
400吨/天餐饮垃圾+200吨/天厨余垃
圾+400吨/天粪便。”海口市园林和环

境卫生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垃圾
分类工作中，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是应有之义，“扩建
后，海口、澄迈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出的
厨余垃圾有了新归处，也为我省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提供了设施设备保障。”

新增3条处理线 |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

垃圾“变身”沼气后可发电 | 无害化处理不产生二次污染

扩建项目完成后，不仅增加了垃
圾日处理量，技术处理工艺也得到大
幅提升。

“无害化处理技术的最大亮点在
于节能环保，垃圾发酵的过程中能产
生沼气（生物天然气）、沼液。”姚佳说，
该扩建项目引进德国成熟的垃圾循环
利用技术，采用垃圾“预处理+厌氧发
酵+沼气综合利用”工艺，让餐厨垃

圾、厨余垃圾和粪便分别通过分选、除
杂、破碎等预处理工序后，产生的浆液
在后续工艺段进行混合厌氧发酵，产
生的沼气经净化后能进行发电，也可
成为清洁能源，“现在我们公司垃圾收
运车和海口的公交车都是用处理厂产
出的沼气。”

“扩建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增加发电
量2000万度。”海南澄迈神州车用沼气

有限公司生产主管丁秀东介绍，垃圾在
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一定的废渣和废
水，产生废渣运至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
厂进行焚烧发电，污水送至海口市渗滤
液处理站进行深度处理，“整个无害化
处理过程可谓对垃圾的价值‘榨干取
尽’，并且没有二次污染。”

针对餐厨垃圾和家庭厨余垃圾各
自的特点，该公司也采取了不同的处

理工艺。
“餐厅、食堂的餐厨垃圾杂质少，资

源化利用率高；家庭厨余垃圾经常混入
酒瓶、饮料瓶、编织袋等垃圾，处理起来
更为复杂。”丁秀东说，针对家庭厨余垃
圾的特点，其生产线增加了滚筒筛分
机、生物破碎机、挤压脱水机、除杂分离
机等设备，可将混入其中的易拉罐、玻
璃瓶、椰子等杂物打碎并分离出来。

“以前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只能
通过餐厨垃圾处理生产线处理，里面
混入的硬物经常损坏生产线。如今，
项目的建成投用，让这部分厨余垃圾
有了自己专用的生产线。海口市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的新格局正式开启，将有效促进前端
厨余垃圾的收运。”海口市园林和环境
卫生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增加除臭系统、新风系统 |
未来将打造环保示范基地

收运车辆驶进卸料大厅开始卸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欧绿保神州（海南）新

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6月30日，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投产运营。 项目车间配套建设了除臭系统和新风系统，有效提升了处理厂的环境质量。 贾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