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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重點招商項目海口市重點招商項目
1、海口美居生活物流園

一、項目概況
所屬行業：基礎設施建設及產業招商。
規模：總投資約70億元，佔地約900畝，總建
築面積約140萬平方米。
選址：位於海口市丁村，椰海大道南側、龍昆
南路西側，緊鄰東環鐵路東站。
進展：已完成項目可研、立項備案、概念規劃
初步設計、城市總體規劃調整、土地利用總體
規劃調整等。徵地補償方案得到市政府審批同
意，目前正在進行徵地，編制供地方案，按法
定程序招拍掛出讓
二、商務模式
商務模式一：基礎設施的建設採用BT模式，政府通
過土地收益和其他財政收入償還。投資人通過招拍掛
獲得土地使用權並進行建設管理運營。
商務模式二：引入戰略投資人或產業龍頭企業
投資園區土地一級開發（包括徵地拆遷的資金
投入）並負責招商，引進上下游及配套企業。
土地收益及其他經營收益按約定比例分成。
聯繫方式
王饒穎（龍華區）：13876957177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美安科技新城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東起疏港公路，西到粵
海鐵路，北起南海大道，南至石山鎮龍美公路
。選址面積共 50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區為 15
平方公里（繞城公路以北約為5平方公里）。
建設內容及功能：一期建設內容包括園區基礎
設施及相關配套設施建設，通過工業化帶動城
市化，把該園區打造成為海口西部新區。
總投資估算：一期總投資約為72億元。
建設期限：該項目計劃於 2012 年開工，2017
年底竣工。
二、項目進展情況

該項目現正開展前期工作，已啟動一期15
平方公里土地預徵工作。
三、商務模式

合作參與園區一級開發、園區運營管理或
項目進駐。
聯繫方式
李雄（高新區）：13807659003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3、海口南渡江30萬畝農田整治項目

一、項目概況
內容：農田整治，農業產業化經營。
規模：約30萬畝，其中一期工程約為11萬畝。
總投資：32億元。
選址：海口市東南約 12 公里處，南渡江左岸
，東線高速公路兩側，涉及龍華區的龍泉、新
坡、遵譚、秀英區的東山和瓊山區的舊州、甲
子等6個鎮。
進展：已經完成土地整治項目建議書，對土地
資源進行了系統梳理；已成立土地整治領導小
組，負責項目實施的領導和協調工作。
二、商務模式
政府投資進行土地整理和基礎設施配套，投資
人與農戶簽訂土地租賃或 「統購統銷」協議，
進行農業產業化經營。
聯繫方式
陳琪忠（農業局）：15109809559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4、海口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和創業服務中心基礎設施工程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主體建築物的土建、給排水、電氣
、消防等工程以及室外給排水、供電、消防、
區內道路、場地鋪裝、生態停車場以及景觀綠
化等配套工程。
規模：總投資約 1.7 億元。項目涉及地塊面積
約為4.8萬平方米，本項目用地面積約2.3萬平
方米（其餘預留）。
選址及用地現狀：位於海口藥谷工業園的二期
中心服務區內，地處南海大道與科技路的交叉
口處。地塊已完成三通一平，交通便利，周邊
的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完善。
聯繫方式
李雄（高新區）：13807659003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5、海口騎樓建築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綜合整治項目

一、項目概況
項目選址：包括新華北路─長堤路─博愛北路
─解放東路所圍合的啟動示範區。
項目內容：總面積 13.37 公頃。建設內容為對
區內現狀建築分類進行維修、改善、更新拆除
；對區內道路及市政管網進行改造建設；區內
其他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及旅遊集散廣場的建
設。
總投資：5.5億元。
二、商務模式
招商對象──大型文化或旅遊地產開發企業，
具有歷史文化區域保護性開發經驗的優先。
合作模式──政府負責制定規劃、實施拆遷安
置（資金由投資人提供）等前期工作並依法供
應土地，投資人負責制定商業運營方案並報政
府通過，依照規劃和商業運營方案進行開發建
設與運營。
聯繫方式
宋岩（海旅）：1307893639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6、海瑞墓、丘浚墓、五公祠綜合保護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海瑞墓位於龍華區，現
用地面積為15畝，擴建後面積為76.22畝。丘
浚墓位於秀英區，西至丘海大道，北至規劃道
路，總用地面積為 75 畝。五公祠位於瓊山區
，規劃用地面積 71 畝（比現有面積增加近 10
畝），新增附屬設施和展示區面積 5500 平方
米。
建設內容及功能：海瑞墓文物景區擴建改造項
目擬在保護範圍內建設海瑞墓園三大功能區，
即：海瑞墓保護與展示區、海瑞歷史文化展示
區、中國清官文化展示區。將與濱涯村片區舊
城改造（民心工程）相結合，規劃 「一心一園
、兩軸多區」的功能布局，提高該片區的城市
品位和居住環境質量，形成以海瑞墓景區為核
心的，集旅遊文化、居住、商業服務為一體的
綜合社區。

丘浚墓保護建設項目將建成以丘浚事迹和
精神展示為主題的開放式休閒文化公園，包括
以丘浚墓為基礎的憑弔區，丘公祠（境主廟）
傳統祭祀、紀念性活動展示區，以反映儒學文
化、丘浚學說為主的陳列、展示區，儒學水文
化展示區，丘浚成長歷程塑像與丘浚經典作品
石刻文化展示區。

五公祠保護項目包括修繕、養護以海南第
一樓、蘇公祠等為主的古建築群；改造海口市
博物館，推出高品質展覽，從打造旅遊精品的
角度挖掘歷史文化內涵，結合五公祠的歷史背
景突出展示唐宋文化和移民文化內容；改造園
區內部環境，增加水資源的布局和民族建築展
示區；綜合整治園區周邊環境，按 5A 級景區
標準打造，提升景區整體品位。
總投資估算：總投資約17.92億元。
建設期限：項目計劃於 2012 年開工，計劃到
2015年底竣工。
二、項目進展

該項目已確定項目業主，正組織項目前期
和代建。同時正在進行丘浚墓一期徵地工作。
三、商務模式

項目整體打包開發；為項目實施提供融資
支持；或直接投資參與項目後續運營、濱涯村
片區土地二級開發。
聯繫方式
段咚咚（文體局）：18608918515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7、海口江東紅樹林國家濕地生態旅遊度假區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項目位於美蘭區，規劃
面積35.12平方公里。
建設內容及功能：項目分為四個核心功能區，
並以恢復的紅樹林濕地為聯繫紐帶，形成有機
組合的度假目的地：（1）海口漁村文化旅遊區
。以北港島原村莊及周邊環境為基礎，打造以
漁村文化為主題和特色的熱帶民俗風情體驗旅
遊區，突顯海口的文化特色。（2）國際紅樹林
商務會議區。以海口行政首府資源為依託，借
助優質的紅樹林生態景觀將本濱海區域打造成
集商務會議、企業拓展、紅樹林濕地體驗及生
態遊樂為一體的功能區。（3）地中海式家庭度
假區。以家庭度假為核心人群，針對各個家庭
成員配置相應的休閒、遊樂及餐飲、住宿等多
元化功能空間，客房區主要以低密度獨立式為
主，環境私密。尤其是針對兒童策劃相應的設
施項目，滿足家庭度假的需求。（4）國際健康
產業園區。以養生康療為主線，將抗衰老、健
康體檢、醫療康復及養老度假等功能有機組織
和聯繫，打造紅樹林景觀特色的健康產業集群
，成為海南獨樹一幟的養生主題園區。
總投資估算：總投資約為226億元。
聯繫方式
楊建寧（海旅）：18976211180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8、海南熱帶野生動植物園新區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項目位於海口龍華區南
部的南黎山區域，地跨新坡、龍泉、遵潭三鎮
的 「南黎山」片區，緊鄰海南東線高速公路，
距海口市中心 26 公里。規劃總用地面積約為
7997畝（合533.18公頃，含建設用地、配套用
地和預留用地），其中4802.7畝（合320.18公
頃）用於建設野生動植物園，主要包括野生動
植物園主題區以及後勤設施；3195 畝（合
213.0公頃）作為園區配套及預留用地。
建設內容及功能：
（一）野生動植物園
1、動物園區

依託現有野生動物資源，開展形式豐富、
互動性強、寓教於樂的野生動植物觀光體驗活
動。園內主要包括5大主題區，日行動物園、
夜行動物園、水上動物園、兒童科普樂園以及
水上娛樂場，另配套建設入口服務區、後勤設
施（包括野生動物設施展示）及相關附屬設施。
2、植物園區

依託海南熱帶雨林植被資源以及熱帶農業
資源，園區主要展示 「熱帶雨林性植被及熱帶
農業物種」。植物園內建設2大主題區，熱帶
雨林大觀園以及熱帶農業觀光園。
（二）配套設施

該區域作為動植物園的配套設施，主要建
設生態體驗園，通過居住體驗、休閒體驗、娛
樂體驗等多方式營造一個開放式的生態社區，
讓遊客體驗植物園景觀，近距離體驗野生動物
情趣。
總投資估算：總投資約為29.36億元。
建設期限：項目計劃於2012年6月開工，2016
年底竣工。
二、項目進展情況

該項目現正編制完善新坡鎮旅遊產業發展

規劃、低碳生活小鎮規劃、新坡鎮總體規劃。
三、商務模式

參與項目合作開發。
聯繫單位
田斌（海南熱帶野生動植物園有限公司）：18689878299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9、江東片區開發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江東片區臨近新航天城
文昌市，片區範圍內的大部分區域均是未開發
的 「處女地」，區內有海南省的大學城、岸線
、景觀和人文等豐富資源，具有極大的開發潛
力。規劃面積 129.3 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
面積42.3平方公里。
建設內容及功能：江東片區開發的建設內容為
江東土地平整，配套基礎設施包括新東大橋、
濱海東路、東海岸濱海路（一期）、江東大道
（一期）等；公共建築包括醫院、學校、社區
服務等項目。該項目對完善江東片區基礎設施
建設，加快江東組團開發具有重要意義。海口
市將努力通過該項目的實施，將江東片區打造
為區域人才培育和產業孵化基地，以及國家級
濱海生態旅遊示範區。
總投資估算：總投資約57.8億元。
二、項目進展情況

該項目現正開展前期工作。
三、商務模式

合作參與片區一級土地開發或後續二級開發。
聯繫單位
唐才焜（城建集團）：13976099263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0、海甸溪北岸土地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海甸溪北岸土地項目位
於海口市海甸二東路南側海甸溪北岸中段，項
目共分5個地塊共119576.65平方米（合181.37
畝）。
二、項目進展情況

該項目目前已全部拆遷完，並已制定供地
方案報批，待公告。
三、商務模式

企業通過招拍掛方式取得項目土地使用權
，自主開發建設。
聯繫方式
孟平（國土局）：18608909072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1、南渡江沿線綜合開發

一、項目概況
項目選址：位於南渡江流域的南渡江大橋至南
渡江入海口處，包括江面及兩岸的部分土地。
功能定位：打造南渡江旅遊觀光帶，使南渡江
成為海口市內的又一城市重要景觀與旅遊、休
閒目的地。
項目內容：海口城區域內的南渡江景觀等整治
、江邊幹道網線的完善與建設、旅遊設施及商
業設施的開發建設等。
項目進展：已編制南渡江沿線控規。
二、商務模式
招商對象──策劃機構、大型區域綜合開發商
合作模式──將項目區域土地資源打包，由投
資人負責相應區域的土地一級開發和項目建設
，投資人除旅遊、商業項目的收入外，投資人
還可通過參與土地一級開發而獲取土地出讓收
益的分成。
聯繫方式
韋世新（旅遊委）：13876079222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2、新海角（西海岸粵海片區）開發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新海角（西海岸粵海片
區）規劃區位於長流組團西側，是西海岸新區
的一部分，其東起長流起步區、粵海大道，南
至海榆西線，海口火車站用地邊界，西和北至
海邊。規劃以粵海大道為界，分成粵海西區和
粵海東區兩部分。規劃用地面積為11.7平方公
里（不包括海域）。海岸線長約6公里。
建設內容及功能：新海角（西海岸粵海片區）
的布局結構為：規劃形成 「一帶、六區」的功
能結構。 「一帶」是指沿粵海大道的寬闊綠化
防護帶；「六區」是指西部遊艇產業區、北部的綜
合服務區、中北部的居住生活區、中南部的創意
商務區以及南部的車站港口區和生態保育區。

粵海片區以創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為總體
發展目標，依託濱海自然資源與交通門戶優勢
，大力拓展旅遊相關產業，完善旅遊服務體系
，發展遊艇經濟、文化創意、旅遊度假服務、
濱海居住等特色功能，建設成以旅遊為核心的
綜合型服務城區。
總投資估算：一級開發投資初步估算為150億元。
二、項目進展

該項目已完成片區控制性規劃編制。
三、商務模式

參與片區土地一級開發或二級開發。
聯繫方式
葉建君（西海岸）：1351982081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3、邁仍村片區舊改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規模：佔地約1600畝，建築面積16萬平方米。
項目選址：本項目位於府城鎮中南部，北距海
口市中心商務區僅3.5公里，南臨椰海大道，西
臨美捨河公園，西距建設中的環島鐵路海口站
1.6公里，東距東線高速公路入口處1.2公里。
建設內容：在沿美捨河公園一側，布置五個旅
遊度假酒店項目及商住用地，並在椰海大道的
南部規劃了一個大型的建材批發市場。打造海
口城市門戶形象、建設瓊山鳳翔商貿城；建立

完善綜合性樞紐核心區，打造最精最美的海口
南部樞紐、最活躍的商貿區域。
聯繫方式
陳孝武（舊改辦）：1390762030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4、白沙坊舊城區改造項目

一、項目概況
建設地點及用地規模：位於板橋路東側，東起
南渡江防洪堤，西至板橋路，北至長堤路及新
埠橋。濱江西路自西北向東南穿越本區域；項
目用地面積約 197.7 畝（其中濱江西路東側約
70.2 畝；濱江西路西側約 127.5 畝），其中安
置房用地76.67畝，建築面積100萬平米。
建設內容及功能：白沙坊舊城區改造項目將定位
為集高檔酒店、商務辦公、休閒商業、酒店式公寓
、居住小區為一體的 「水岸城市綜合體」。
項目主要功能為：
1、改善白沙坊居民生活品質，加快海口市城市化
進程；
2、提高海口市品位、真正形成濱江西 「十里畫廊」。
總投資估算：24.8億元。
二、項目進展情況

正在進行項目策劃工作。
三、商務模式

政府負責徵地拆遷，投資人通過招拍掛取
得項目建設權。
聯繫方式
陳孝武（舊改辦）：1390762030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詹道穎（城投公司）：68556506

15、博義村舊改項目

一、項目概況
總投資：項目一級土地整理投入約為1.83億元
，二級土地開發投入約為4.05億元（含開發成
本及稅費）。
建設規模：項目總佔地面積 73.70 畝，其中需
搬遷改造的土地面積為 63.44 畝。規劃建築面
積為7.9萬平方米。
項目選址：該項目位於濱海大道和龍昆北路交
匯點上，濱海公園東南側。
項目內容：1、打造以居住為主，集酒店、商
業於一體的綜合體；2、妥善安置居民，採用
就地集中安置的方式，營造具有歸屬感的城市
社區；3、海口市北部濱海公園東面綜合居住
小區，濱海立交區域重要景觀節點。
聯繫方式
陳孝武（舊改辦）：1390762030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6、道客村舊改項目

一、項目概況
總投資：項目一級土地整理總成本約為 12.47
億元，二級土地開發投入約為 16.52 億元（含
開發成本及稅費）。
建設規模：該項目總佔地面積約478.55畝，其
中需搬遷改造的土地面積約為426.33畝，規劃
的建築面積約為65萬平米。
項目選址：該項目位於龍昆南路東側，紅城湖西北側。
建設內容：該項目將打造成為集居住、商業、醫療、教
育為一體，公共設施配套完備、環境優美的綜合小區；具
有時代特色的大型風景樓盤。
項目打造方向：1、承接 CBD 核心區的公共服務與居
住功能，全面整治城市環境和空間形象；
2、就地安置居民，營造具有歸屬感的城市社區；
3、統籌協調多方利益訴求，平衡經濟與社會效益。
聯繫方式
陳孝武（舊改辦）：1390762030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7、海口灣綜合治理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治理龍珠灣，主要是清理淤泥、海
岸線整治和海堤建設。
項目進展：目前項目正在前期準備階段。
二、項目價值點

由於歷史原因，市區污水截留不徹底，導
致海口灣水體污染，惡臭撲鼻，嚴重影響了周
邊居民和商戶的生活和經營。通過綜合治理，
可以有效改善水域環境，打造濱水景觀休閒帶
，極大提升周邊商業的經營價值。
三、商務模式

投資人負責海口灣治理的投資，並可對周
邊商業設施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政府依法
給予必要的支持。
聯繫方式
曾憲平（水務局）：13005008567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8、江東污水處理廠及配套污水管網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江東污水處理廠廠區及配套管網，
出水水質達到一級A標準，保障中水回用。
投資額：約2.1億元
建設規模：處理規模約5萬噸/日，近期2.5萬
噸/日，近期配套污水管網約 17.4km，一期佔
地面積約4.8公頃，總佔地面積約6.7公頃
項目進展：江東污水處理廠正處於前期準備階段。
二、項目價值點

江東片區是海口市未來開發的重點區域，
將有大量的企業和人員入駐，對於污水處理的
需求量將不斷加大，市場前景廣闊。
三、融資模式

水廠採用BOT模式，管網採用BT模式。
聯繫方式
吳海濤（水務局）：13907577025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19、桂林洋高校區配套路網及教師村建設項目

一、項目概況
桂林洋高校區配套路網（二、三期），包括

道路、橋涵、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綠化、照

明、交通工程等，總投資11.4億元。其中，路
網二期項目共 7 條路，共長 16431 米；路網三
期項目共 8 條路，共長 10580 米；目前路網
（二期）正在進行可研立項等前期工作，路網
（三期）部分道路已進場施工。桂林洋高校區
教師村，包括教師公寓、村民安置區、中小學
、醫院和消防中心、酒店、商場、公園等，總
投資 54 億元。總佔地面積 2096 畝，其中教師
公寓用地約 1000 畝，安置用地約 60 畝，公共
服務用地約 742 畝，基礎設施用地約 294 畝，
總建築面積146萬平米。目前已完成項目備案
、可研、項目定位策劃；已簽訂教師村項目一
級土地開發委託協議並進行徵地拆遷工作。
二、商務模式

配套路網及教師村項目整體打包，按照法定程序
進行招拍掛，投資人獲得土地後進行開發建設，資金
不平衡部分經核算後由政府給予補貼。
聯繫方式
旁區日（城建集團）：15103645642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0、貨運大道配套路網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綠化工程及附屬工程等。
投資額：約3.8億元。
建設規模：該項目共含4條道路。其中，永萬西路延
長線道路全長1900m，道路紅線寬60m；朱雲路延長線
道路全長1100m，道路紅線寬40m；金牛路延長線道路
全長1650m，道路紅線寬40m；海墾路延長線道路全長
2100m，道路紅線寬40m。
道路走線：
1）永萬西路延長線位於海口市秀英區，北起
南海大道，南至貨運大道；
2）朱雲路延長線位於海口市瓊山區，北起鳳
翔路，南至貨運大道；
3）金牛路延長線位於海口市龍華區，北起金
盤路，南至貨運大道；
4）海墾路延長線位於海口市龍華區，北起南
海大道，南至貨運大道。
項目進展：可研批覆和設計方案。
聯繫方式
鄧倫強（城建集團）：13178969823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1、粵海大道改造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排水工程及照明工程；給水、電力
、電信、燃氣等其他市政管線工程僅預留管位
，不考慮具體設計。
投資：約額2.2億元。
建設規模：全長4900m，紅線寬100m。
道路走線：位於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區，北起站
前南路，南至南海大道。
項目進展：已完成立項、可研，正在進行方案
設計。
聯繫方式
申家雲（城建集團）：1397694198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2、東海岸濱海路

一、項目概況
建設內容：道路橋樑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
程、照明工程、綠化工程及附屬工程等。
投資額：約4.2億元。
建設規模：全長 8985m，規劃紅線寬 45m、
60m。項目分兩期建設，其中二期含7053m的
道路和橋樑。
道路走線：建設地點位於海口市東海岸，北臨
瓊州海峽，西起新東大橋，東至塔市養殖場。
項目進展：一期已完工，二期正開展前期工作。
聯繫方式
申家雲（城建集團）：13976941981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3、靚化海口

一、項目概況
項目內容：龍昆路街景改造、濱海大道街景改
造、海府路、海秀東路街景改造的人行道、城
市傢具、綠化、建築立面、慢行交通；濱海立
交節點、人民橋、鐘樓節點、南亞廣場節點的
人行道、城市傢具、綠化亮化工程、建築立面
；彩虹天橋節點、龍昆南、南海大道交叉口節
點的人行道、城市傢具、綠化亮化工程、建築
立面，建地下商場，解決行人過街通道問題。
項目進展：尚處概念策劃階段
二、商務條件

亮化工程採用節能照明系統，商務模式採
取EPC（合同能源管理機制）；其他工程由投
資人進行建設，依法獲得戶外廣告及其他可經
營性設施的經營權，用於補償投資成本，並獲
得合理的投資回報，不足部分經核算後由財政
補貼。
聯繫方式
李志斌（規劃局）：13876833456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24、淨化海口

一、項目概況
功能定位：打造從垃圾收運到固廢 100%無害
化處理並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一
體化的城市靜脈產業鏈。
項目內容：回收再利用工廠、垃圾分揀中心、
垃圾處理廠、垃圾收運設施及車輛、工具（包
括海口市 23 個鎮 2300 個自然村的垃圾收運設
施和運輸車輛、工具）。
項目周期：2011年至2015年
二、商務條件

採取BOT模式
聯繫方式
何明通（環衛局）：13307660258
王偉（商務局）：0898-6872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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