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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罗保铭#省委副书记$省长
蒋定之在海口调研并现场办公# 表示
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海口做大做强
做优# 同时希望海口以更加宽广的视
野谋划发展#把握机遇#自我加压#励
精图治#积极发挥省会城市服务全省$

辐射周边的作用# 成为海南加快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

在今天的调研中#罗保铭$蒋定之
一行深入项目工地$码头港口$旅游文
化街区实地考察# 先后听取了海口市
域综合交通规划$民生建设$工业园区
建设等情况汇报%

罗保铭$ 蒋定之高度关注海口的
城市管理# 尤其关心如何纾解城市交
通拥堵% 在海秀路高架桥规划选址点$

秀英港集装箱码头调研时# 罗保铭不
止一次指出# 地处海口城市中心地带
的秀英港区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
出#尤其对海口的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秀英港区货运功能的转移非常紧迫#

希望海口市加快马村港区扩建工程建
设进度#早日完成港口搬迁% 同时要抓
紧加快城市路网建设# 尽快改善交通
环境# 为市民营造畅通快捷的交通秩
序%

在正在加紧建设的云龙产业园
区#罗保铭提出#要积极引进科技含量
高$实用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尤
其对有持续税源$前景看好的项目#要
紧紧抓住不放#主动支持#靠前服务#

他强调#宁肯让园区和土地等项目#也
不让项目等园区和土地% 蒋定之指出#

在项目引进中#思想要进一步解放#行
政效率和综合服务要跟得上# 要着眼
于项目的落地$ 开工建设和投产运营
等环节切实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博爱北路水巷口# 建筑工人正在
一幢骑楼上进行改造施工# 这是海口
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
治的示范工程% 罗保铭$蒋定之对海口
市在骑楼修缮中&修旧如旧'的做法给
予肯定# 要求在街区整治中挖掘和提
升骑楼老街的功能#完善商业业态#打

造集特色文化$购物$旅游$小吃为一
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

在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 罗保铭
指出# 海口市广大干部在市委市政府
的带领下#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并为全省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说# 作为
省会中心城市# 海口在国际旅游岛建
设和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省委$ 省政府对海
口的发展高度重视# 同时也寄予很高
的期望# 将对海口的基础设施建设$

园区建设等给与政策倾斜和财政资金
支持%

罗保铭强调# 海口当前发展的第
一要务是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真正实
现产业强市% 尤其是要把工业发展摆
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优先发展$倾力发
展#努力培育$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把
蛋糕做大做好% 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和会展业$金融业$总部经济等生产性
服务业% 他强调在项目建设中#要创新
工作机制# 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专业能

力#不遗余力提高审批效率#加快工程
建设速度# 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罗保铭指出#完善城市功能#既是
海口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服务全省
发展所担负的一份责任% 他希望海口
进一步完善$提升在交通$购物$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中心功能# 更加注重城
市规划!更加注重城市管理#进一步提
升城市品位和档次%

罗保铭寄语海口市广大干部加强
作风建设#廉洁从政#贵在行动$贵在
落实#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抓发展#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和能打硬仗的作风
开创海口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蒋定之说#中心城市强#就能辐射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这是区域经济
发展的基本规律% 海口作为省会中心
城市#要担当起引领全省发展的责任%

他表示#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海口在
科学发展的大道上率先发展$ 加快发
展# 这是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所作出
的重要决策和部署%

蒋定之指出#近年来#海口城乡面
貌发生深刻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改革开放取得明显进展#经济社
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站在了新的发展
起点上% 面向未来#海口要用更宽广的
视野审视发展# 在与兄弟省会城市的
比较中增强发展的紧迫感$使命感$责
任感#确立起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新
追求和新目标% 要更加主动地走开放
之路#放眼岛外#向海内外要资源$要
人才$要技术$要项目%

蒋定之从支持海口主干道$ 购物
中心$工业园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海口港马村港区发展和骑楼建筑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等方面#提
出了支持海口加快发展的具体措施%

他希望海口乘势而上#抓住发展机遇#

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努力为带动海南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省委常委$ 秘书长许俊# 省委常
委$ 海口市委书记陈辞# 副省长李秀
领#及省直相关部门$海口市委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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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会
上获悉# 目前海口市将筹建金
融"#$%目前已经初步选定两块
区域建立金融"&$%

据了解# 这两块区域分别
是(在长流西部区域#即中央大
道通往会展中心段的两侧#其
中部分地段的规划本身就是金
融办公区) 在启动加快开发的
南边区域划出一部分区域%

海口市正积极开展引进金
融机构# 扩大金融业规模的工
作#并已初见成效% &海南信息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已落户海口#基金注册'()

亿元% 同时大唐海时创业投资$

*+*两只基金即将投资海口%

为了更好的对接省政府金
融主管部门# 落实有关金融政
策# 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 海口市制定了市
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组建方
案#近期即将批复成立%

海口市今年将投资),-.亿元对海
瑞墓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周边环境
整治#建成全国最大的清官文化研究
和展示中心% 据了解#海瑞墓现用地
面积/)亩# 扩建后面积为0.(11亩#计
划在保护范围内建设海瑞墓园三大

功能区# 即海瑞墓保护与展示区$海
瑞历史文化展示区$中国清官文化展
示区% 其中#海瑞墓文物景区扩建改
造将与滨涯村片区旧城改造!民心工
程"相结合#规划&一心一园$两轴多
区'的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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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工
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了解到# 今年海
口市将于年内动工兴建海秀路高架
桥# 这条初步投资约-4多亿元的快速
路建成后# 将极大缓解海口城市东西
方向快速通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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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项目概况介绍# 国兴大道*

海秀西路高架桥是连接火车站$ 城际
铁路$ 机场和大型公共设施的城市快
速路#从粤海大道至海文高速!美兰机

场立交处"#全长约-5(1-67#全线设有
.处互通立交和0处简单出入闸道口%

高架桥横断面宽度为')8)9#桥面为双
向六车道#设计行车速度为:367;<#桥
下保持原道路断面% 项目分为一期和
二期# 一期为从国兴大道至长滨路段
长约=>8?@9A 设有-处互通立交和-处
简单的出入闸道口% 项目二期为从长
滨路至粤海大道段长约>(>-@9#设有=

处互通立交和=处简单出入闸道口% 项
目远期则为从国兴大道至海文高速
!美兰机场立交处"#段长约14(>@9#设
有1处互通立交和-处简单出入闸道
口%

项目建成之后将对海口市的城市
主通道和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火车
站等对外交通枢纽和出口有机紧密地
连接贯通起来# 形成快捷的交通大动
脉# 有效地缓解市区日益严重的拥堵
问题# 并形成市区和外部沟通的骨架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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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 海口市市委书记陈辞
在会上透露# 今年海口将安排政府投
资路网项目>0个#总投资=)>亿#除了
海秀路高架桥项目外# 海口还将启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规划有四条轨道
交通线路#即东环铁路海口段和轨道=

号$1号$-号线#总长度=4-公里#&十二
五'将建设轨道=号线!即火车站***

新埠桥段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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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辞表示#未来海口将着力打通
出岛大通道#在空港和海港方面#海
口将加快推进美兰机场扩建# 目前
新的航站楼主体工程已完工# 机场
扩建的前期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预
计14=-年开工#14=0年竣工# 届时年

客流量可达-444万人次以上% 同时#

将借助&三港合一'的机遇#加快调
整海港功能布局% 依据规划#将集装
箱$散杂货$滚装客运功能全部迁出
主城区#西移至马村港和新海港#原
有的新港和秀英港将改造成为商业
区和邮轮游艇码头# 马村港将建成
大宗货物和集装箱转运中心# 新海
港则将建成大型滚装客运码头% 现
在#马村港二期已经开工#三期$四
期今年将启动# 五期海口拟建设石
油储备项目# 新海港也将于今年上
半年动工#到&十二五'末#这两大港
口将全面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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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五公祠#中国贬官文化建筑的主
要代表#闻名海内外% 但目前的五公祠作
为景区却跟不上旅游的步伐( 地方狭小#

部分建筑年久失修# 已呈现一副落败惨
样#门可罗雀%对此#海口市今年将投资约
=()亿元提升改造五公祠保护项目# 其中
规划用地面积0=亩!比现在面积增加近=4

亩"# 新增附属设施和展示区面积))44平
方米#将从打造旅游精品的角度#挖掘历
史文化内涵#结合五公祠的历史背景突出
展示唐宋文化和移民文化#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修缮$养护以海南第一楼$苏公祠等
为主的古建筑群) 改造海口市博物馆#推
出高品质展览#改造园区内部环境#增加
水资源的布局和民族建筑展示区)综合整
治园区周边环境# 按)2级景区标准打造#

提升景区整体品位%项目设计征地拆迁结
合旧城改造和红城湖路断头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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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丘浚墓也被列入海口市提升
改造的历史人文景点范围中% 其中#保
护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为0)亩#改造建
设费用估算为:444万元#将建成以丘浚
事迹和精神展示为主题的开放式休闲
公园# 包括以丘浚墓为基础的凭吊区#

丘公祠!境主庙"$传统祭祀$纪念性活
动展示区#以反映儒学文化$丘浚学说
为主的陈列$展示区#儒学文化展示区#

丘浚成长历程塑像与丘浚景点作品石
刻文化展示区%据悉#项目设计征地$拆
迁结合秀英区旧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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