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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通讯员¸¹ º*»

"今天上午#海南
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¼½$ST

¾{%*在海口正式揭牌成立$ 其作为
省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将主要
负责我省高等级公路及其他交通重点
项目的投融资工作$

海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蒋定
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省政
协副主席王宇田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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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 海南交控与国家开发银行
海南省分行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社
签订了金融合作协议# 分别获得了开
发银行"!!亿元和信用社联社#!!亿元
的综合授信$

据介绍# 海南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亿元# 作为
省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是全

省交通建设的重要投%融资平台$海
南交控由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代表省政府行使所有权&省政府
授权委托省交通运输厅对海南交控
行使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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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该公司一方面做好资产划
转等相关工作# 一方面立即启动洋浦
一小时交通圈和屯昌$琼中高速公路

的投融资工作# 确保洋浦一小时交通
圈%!月初正式开工#屯昌$琼中高速公
路%%月份正式启动$

海南交控下一步将按照省委%省
政府'交通基础建设适度超前发展(的
要求#通过&'%(((%定向增发%企业债
券和融资租赁等多元化市场融资模
式# 满足海南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需
求#确保'十二五(末实现县县通高速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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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À

实习生 5ÁÂ

"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中
共海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委员会第
二届党员大会上获悉# 我省将有一系
列水文规划相继实施# 将使我省水文
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面貌得到极大改
变#从而更好地为防汛抗旱%流域水资
源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依据$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精心谋划了
)海南省水文基础设施'十二五(建设
规划*$据悉#我省水文基础设施'十二
五( 建设规划已经水利部初步核定为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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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
者ÃÄÅ

"国务院日前下发)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新建海南琼海博鳌
民用机场的批复*$ 根据该批复#海南
将新建琼海博鳌民用机场# 总投资达
+*,)亿元$

据了解# 此次获得批复的博鳌民

用机场位于琼海市南部中原镇东侧#

机场性质为国内支线机场$ 第一期工
程建设规模为+飞机区按,-标准设计#

新建一条长".!!米的跑道和/条垂直
联络道& 航站区按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吨的
目标设计#航站楼.!!!平方米#站坪机

位".个&配套建设通信%导航%气象%供
电%供水%供油%消防救援等辅助生产
设施$ 博鳌机场项目总投资+1,)亿元#

由国家发改委% 民航局和海南省共同
筹措解决$ 该机场建成后#由地方经营
管理#民航局实行行业管理$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琼

海博鳌机场功能定位为近期内保障参
加年会的国内外政要专机及公务机为
主#远期兼营民用航班#将满足起降波
音2/2型专机以及各类公务机的要求#

有%)个机位的专机停机坪及公务机轻
型停机坪# 并配置齐全的通信导航设
施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此次获得国

家批准后#我省将争取尽早全面开工%

建成%通航$

博鳌机场距琼海市区%"公里#与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博鳌国际
会议中心相距%)公里$ 博鳌机场建成
后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为每年,月举行
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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