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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步入“快车道”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 4 月动工
文昌推进国际航天城建设。

阳 春 三 月, 暖 风 拂
面。作为我省三大科技
城之一——海南文昌国
际航天城的建设进展备
受关注。文昌市政府有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计
划开建文昌航天超算中
心等多个项目，加快推
进文昌航天金融服务小
镇等项目建设；筹办海
南文昌国际航天论坛，
推动该论坛永久会址落
地文昌。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1.8 万亩
今年将开工建设人才公寓等 8 个项目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今年 4 月动工
加快推进文昌航天主题公园建设

目前文昌正蹄疾步稳地推进文昌国
际航天城建设，已经组建了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管理局和航天城建设平台公司，完
成文昌国际航天城的概念性规划和起步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昌国际航天城初
步规划包括航天发射场配套区和起步区
两部分。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1.8 万亩，包
含八门湾西片区和航天超算大数据产业
集群片区。重点打造“四基地一中心”，即
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基地、空间科
技创新战略产业基地、深度创新融合示范
产业基地、航天国际合作产业基地和航天
超算中心。
文昌今年计划在文昌国际航天城起
步区内开工建设“三横四纵”路网工程及
人才公寓、产业服务中心、全民健身中心、
文昌学校（二期）高中部等 8 个项目。目
前，
“三横四纵”路网工程项目已基本完成

今年 1 月 20 日，中国交通信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关村开放基金管理
中心、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共
建文昌航天智慧新城项目达成合作协
议，
并在文昌市举行签约仪式。
文昌航天智慧新城位于海南文昌
国际航天城起步区，该项目分三期建
设，其中一期投资约 12 亿元，建设全国
唯一的航天超算中心——文昌航天超
算中心。3 月 25 日，该项目有关负责人
王饶颖告诉记者，目前征地基本完成，
项目计划今年 4 月 13 日动工，2021 年
底前建设完成。该项目建成后将以航
空航天为核心，为文昌国际航天城的智
慧新城提供强大的计算支持，成为文昌
航天智慧新城的“超级大脑”。项目二
期计划投资超过 100 亿元，将依托文昌
航天超算中心，打造文昌航天智慧产业
园，具体涵盖智慧公务、智慧环保、智慧

东方一口罩车间投产

日产量可达 6 万只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
客户端（记者姚传伟）经过东方各
级各部门耗时 20 天筹划建设的一
次性口罩生产车间已于 3 月 22 日
正式投产，目前已开放 3 条生产线，
日产量已达到 6 万只，未来 10 天内
还将陆续增加 14 条生产线，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
学对防护用品的需求。
上午 8 点半，东方市博芮康源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一次性口罩生
产车间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在确保
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工作人员正在
加紧一次性口罩生产的速度。未
来 10 天，该企业将陆续增加 14 条
一次性口罩生产线，在保障国内市
场需求的同时，
拓宽海外市场。

可研批复、建设用地预审批复、设计及概
算编制、专家评审等前期工作。文昌学校
（二期）高中部项目已获得可研批复、项目
选址意见书批复，
并已挂网进行招标。
文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桥表示，
文昌将产业作为航天城建设的源头活水，
在项目谋划、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
同向发力，已经成功签约文昌航天超算中
心暨航天大数据产业集群、航天金融服务
小镇、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科创谷等
10 个航天产业项目。
2019 年底,文昌市政府与中国航天
科技国际交流中心、北京航天计量测试研
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航天科技
国际交流中心将与文昌在产业发展、国际
合作、人才培养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
合作，共同打造航天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助力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航天科普教育
基地建设，夯实航天文化基础。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增“临云互通高架”

预计明年底完工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 3 月
25 日讯（记者党朝峰 通讯员 卢黄雅铮 李苏
林）24 日上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周边路
网工程（临云互通段），项目现场机械轰鸣，该项
目 2 月 21 日复工，工人们正在为大范围施工做
准备。据介绍，该项目高架桥梁主体结构已启
动施工，为项目计划明年底顺利完工打下坚实
基础。
该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紧邻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临云互通道路全长 1.825 公里，道路
总面积 122554 平方米，桥梁面积 20845 平方
米。临云互通段包括云美大道 K0+000 至 K0+
985 段、东进场路 K1+360 至 K2+200 段及临云
互通。
“目前，项目在做好防疫同时，施工建设全
面推进，优化施工组织，向今年底互通桥梁主体

结构基本成型冲刺，力争将疫情耽误的进度抢
回来。”中铁大桥局集团项目工程部部长李俊介
绍，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
交通工程、电力工程、照明工程、排水工程、绿化
工程等。其中，临云互通为部分苜蓿叶+部分
半定向匝道全互通，含 8 条匝道，云美大道和东
进场路为城市快速路，
路幅宽 60 米。
李俊表示，作为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重要
的交通基础工程，项目竣工后，将切实提升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周边路网通行能力，让市民开往
往来机场更加省时省心，为江东新区产业发展
提供保障。
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也正
在加快施工中，项目包含云美西一路、云美西二
路（南段）、云美西四路（南段）共 3 条市政道路，
为次干路及支路，
总长 1.8 公里。

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生产、
智慧民生、智慧安全等 40 多个领域，大
力推进北斗、遥感等航天产业前沿技术
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实现“善政、惠民、
兴业”。
文昌还积极发展航天应用产业，已
成功发射海南首颗商业卫星“文昌超算
一号”和海南首颗商业通信卫星“文昌
物联一号”，率先在全省将航天超算大
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运用到生态环境
监管领域，建成文昌市资源环境监测监
管大数据服务平台，启动开发北斗自由
流智慧交通等项目。目前文昌正积极
推进商业航天发射场和航天主题公园
建设，谋划设立文昌国际航天城创业引
导基金，全方位推进海南文昌国际航天
城建设。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户
端记者 吴岳文 文/图）

复工后海南用电最高负荷

首次出现正增长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
户端 3 月 25 日讯（记者 王子遥 通
讯员 朱玉）记者从海南电网了解
到，随着工商业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和气温逐步升高，海南每日最高统
调负荷呈上升趋势，3 月 24 日，海
南电网统调最高负荷已达 414.3 万
千瓦，同比增长 1.70%，自复工以来
同比去年首次实现正增长，统调日
发受电量也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海南电
网公司及时响应省政府支持企业共
渡难关六项举措，通过降电价、零审
批、线上服务等方式，为企业吃下
“ 定 心 丸 ”。 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
前，海南电网将放宽客户基本电费
变更周期，不受“计费方式变更周
期”
限制，
当月申请，
当月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