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少云 孙梦
聪 记者 陈吉楚）5 月 18 日上午，作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的主会场，
三亚同步举行与 11 家企业的签约仪
式，签约项目涉及总部经济、高新技
术、金融等重点领域。签约结束后，
三亚日报记者采访了现场签约的两
家企业代表，他们表示，希望能以此
次签约为起点，与三亚进行更加长远
和深度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中冶集团副总裁
曲阳：

将以重要的技术支撑
参与市政基建

中国中冶集团副总裁曲阳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亚美丽的热带风
光、热情的风土人情、朴实的工作作
风，以及自贸区自贸港良好的产业政
策，是吸引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选
择在三亚长期发展的重要理由。“我
们所有的优势和三亚、海南的整个发
展都有着深刻的契合度，我们今后在
重点项目上能够全面助力三亚的发
展。下一步，我们将以重要的技术支
撑参与到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中来，比如崖州湾的建设就是我们
今后重点关注的方向；我们也成立了
海南公司，作为集团的二级子公司正
式落户海南。”

曲阳介绍，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
司是由原中国五矿和中冶集团两个世
界 500 强企业战略重组而成，是全球
最大最强的冶金建设运营服务商，中
国基本建设的主力军。在成功实现战
略重组后，打通了矿山的获取、勘查、
设计、开采、冶炼、物流、贸易的全产业
链，拥有金融全牌照和强大的投融资
能力。在基本建设领域，中国五矿在
房屋建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业绩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地下管
廊、美丽乡村、智慧城市、康养产业、土
地修复、环境治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未来，我们希望政府一如既往
地支持我们央企的发展，同时让央企
扎根于三亚的建设，长富久安地与地
方政府共同建设发展。”曲阳说。

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及CEO韩坤：
助力三亚城市品牌宣传

据介绍，炫一下科技是移动视频
“独角兽”企业，2011 年 8 月成立于北
京，是行业领先的移动视频生态矩阵
平台。旗下有秒拍、小咖秀、一直播、
波波等移动视频产品，每天覆盖 7000
多万的用户，能够满足用户观看、创
作和即时沟通的需求，让用户能够随
时随地记录和分享精彩生活。

对于本次签约合作的达成，炫一
下（北 京）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及
CEO 韩坤说：“三亚是一个热门的国
际化旅游城市，越来越年轻、健康、时
尚，和我们上下游的生态非常契合，
面对的主要都是年轻时尚的群体，有
助于我们打造移动视频新媒体娱乐
生态，同时通过平台互动生产的内容
也能够将全国更多的年轻群体汇聚
到三亚，助力三亚城市品牌宣传。”

“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希望未来
能与三亚进行更加长远和深度的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韩坤表示，下一
步，炫一下科技将在三亚设立华南区
总部，并与三亚市政府共同开展互联
网文化创意领域的合作，共同设立投
资孵化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助力三
亚对外宣传推广等。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梦聪 李少
云 记者 陈吉楚）5 月 18 日上午，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
集 中 开 工 和 签 约 活 动 在 三 亚 举 行 。
三亚主会场于当日集中开工 15 个项
目、签约 11 家企业，涉及总部经济、高
新技术、金融等重点领域。三亚市政
府 及 企 业 代 表 纷 纷 表 态 ，将 共 同 努
力，积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

抓紧推动落地项目开
工建设，加快总部经济在三
亚集聚发展

当日开工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

创新研究院科研楼（一期）项目，总建
面 80293.17㎡，主要建设中国科学院
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现代育种技术
研究空间、分子设计育种公共实验平
台、种质资源保藏库、精准设计育种
研究设施（作物表型组学、光伏智能
温室）、院士工作站等。

开工仪式上，中国科学院海南种
子创新研究院院长杨维才表示，将依
托于南繁科技城，争取国家级重大项
目，结合“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研发
目标，建立现代育种研究理论体系和
新一代育种技术平台，实现精准设计
育种技术的应用与示范；提升南繁产
业科技含量，打造“南繁硅谷”核心，
构建符合海南生态环境的农业发展
模式，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示范，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落地、实现海南南繁产业
快速发展。“我们将与海南省一道，协
同创新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科学
技术，打造全球种业科技创新中心，
引领未来种业发展。”

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阿东在开
工仪式上表示，去年以来，三亚按照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定位、三
亚特色”的要求，着力推动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下一步，三亚将抓紧推动落
地项目开工建设，积极协调重点企业
项目实现落地，深入优化、严格执行
相关规划与城市设计继续开展总部
经济招商引资，以项目集中开工为契
机和动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

项目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快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推动总
部经济在三亚集聚发展。

签约企业表示将发挥
自身优势，与三亚开展深度
合作

为 更 好 地 推 进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试
验区建设，部分签约企业代表也在开
工仪式上作出表态。

中国五矿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张兆祥表示，此次与三亚市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五矿集
团与三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高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五矿集团愿进

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海南省各级政
府深化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助力海
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秉
承‘ 珍 惜 有 限 ，创 造 无 限 ’的 发 展 理
念，积极践行‘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
不懈怠’的企业精神，与三亚携手发
展，共同建设美好海南、美丽三亚。”

中 船 重 工 集 团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何
纪武表示，中船重工将高起点、高质
量做好三亚深远海科技中心的顶层
设计和谋划布局，在资金、技术和人
才方面全方位投入，与海南省、三亚
市密切合作，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把
三亚深远海科技中心建设成为海南
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和全面深化改
革的标杆工程、龙头工程。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 见习记者
李少云 孙梦聪）围绕旅游业、现代服
务 业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等 主 导 产 业 方
向，三亚统筹规划、前瞻布局，积极对
接世界 500 强企业，吸引知名企业落
户。在 5 月 18 日上午举行的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活动主会场，三亚与 11 家
企业集中签约。

三亚日报记者从市招商办获悉，
此次签约仪式，三亚与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炫一
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有爱互
娱科技有限公司、国网（海南）企业管
理总部有限公司、海南隆众申亚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中船亲唐（海南）循环
经济产业园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
议，合作内容涉及总部经济、金融、高
新技术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

根据协议，作为中国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金属矿产企业集团和全
球最大的冶金建设运营服务商，五矿
集团将在三亚设立区域总部，在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建设五矿大厦，参
与崖州湾科技城综合开发建设，在文
旅、康养、金融、美丽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与三亚开展合作。值得
一提的是，五矿集团和力拓集团两大
世界 500 强企业将强强联手，共同在
三亚设立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这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
来落地的首家双 500 强合资企业，也
是三亚市招商引资工作前所未有的
重要成果。

市招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三亚

聚焦发展文旅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依协议，红星美凯龙集团将在三亚设
立红星国际贸易总部基地，建设红星
全球家居博览订购中心和三亚国际
设计师小镇，举办三亚国际设计师论
坛。移动视频“独角兽”企业——炫
一下科技将在三亚设立华南区总部、
共同设立投资孵化基金或政府引导
基金，在互联网文化创意领域与三亚
开展合作。有爱互娱是一家集研发、
运营、发行业务的综合型移动游戏公
司，其总部将迁至三亚，并在三亚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建设有爱互娱文化
创意产业园，深耕文化创意领域，力
争把游戏动漫打造为百亿级产业，成
为三亚互联网产业的新名片。

此外，三亚聚力发展总部经济和
金融业，根据合作协议，国网海南公
司和中船亲唐公司将在三亚开展大
宗商品贸易结算业务；隆众申亚公司
将把大宗产业总部和数字化现货交
易结算中心设在三亚，积极开展以石
油化工为主体的大宗商品现货贸易
业务。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三亚集中开工项目
一 社会投资（9个）

项目名称 中国电子商会海南创新产业
基地

项目业主 三亚科惠信息产业园实业有
限公司

总投资100060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 25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14000万元

二 政府投资（6个）

政企齐发力 助推海南自贸区建设

三亚与11家企业集中签约

五矿集团与力拓集团
两大世界500强合资企业落地三亚

现场签约企业表示将
携手三亚：
立足长远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编辑编辑：：周秀周秀 校对校对：：黄开祝黄开祝
www.sanyarb.com.cn

项目名称 保利 C+国际博览中心

项目业主 海南鸿楚会展有限公司/海南
裕楚商业有限公司

总投资 200000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30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81600万元

项目名称 三亚国际生命健康科学管理
中心—海棠湾 3 号

项目业主 海南满天星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投资180000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 30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30000 万元

项目名称 亚龙湾新天地养生文化度假村

项目业主 三亚亚龙湾新天地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总投资 54812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6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4500 万元

项目名称 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新
建卷烟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项目业主 海南烟草公司三亚公司

总投资 22457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2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3000 万元

项目名称 海 棠 湾 南 田 片 区 F5-01-01、
F6-02-02 局部地块项目

项目业主 三亚飞达温泉旅业开发有限公
司、海南霖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京
海同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总投资60000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1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5000 万元

项目名称 三亚供水系统职工保障性住房项目

项目业主 海南天涯水业（集团）公司

总投资 30000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3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30000万元

项目名称 三亚有线数字电视传输中心

项目业主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

总投资 10000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2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7500 万元

项目名称 佳翔物流（二期）

项目业主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总投资 104827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10000 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11000万元

项目名称 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
院科研楼（一期）项目

项目业主 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总投资74287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5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5000万元

项目名称 三亚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项目

项目业主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总投资17209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3000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3000万元

项目名称 崖州湾南繁科技城基础设施工程

项目业主 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
总投资26330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14582 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14582万元

项目名称 育才生态区育才大道（立才农场
二队至台亚小学段）两侧排水改造工程

项目业主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总投资4846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3877 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3877万元

项目名称 福海苑水质净化厂进厂主管扩
容改造工程

项目业主 市住建局

总投资 3047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2000 万元

项目名称 迎宾路雨水截流及出水口工程

项目业主 市住建局

总投资 5348 万元

2019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落实资金情况 2000 万元

右图：5 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
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三亚主会场活动，吸
引了省内外及各驻琼央媒等 30 多家媒体前来报
道。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海南自贸区建设项目海南自贸区建设项目（（第四批第四批））
集中开工和签约集中开工和签约主会场活动主会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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