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万吨 LNG站线、海南原油商业储备基地等
一批省重点项目竣工投产

洋浦港油品码头及配套储运设施

160万吨造纸二期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全面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招商储备了热电联产、燃料乙醇等项目

签约总金额 122亿元

2014年
洋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254.3亿元
可比增长 11.5%

工业总产值829.6亿元
同比增长 19.5%

固定资产投资 118.2亿元
同比增长 16.6%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4.3亿元
同比增长44.1%

港口吞吐量3516.4万吨
同比增长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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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省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107.6亿元
超额完成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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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2月 16日电 （记者徐一
豪 通讯员王军）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洋浦
经济开发区2015年度工作会议暨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在复杂多变的宏
观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洋浦经
济去年实现逆势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磊在
代表管委会作工作报告时说，2014年，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剧增，洋浦开发区内油气
化工、浆纸等主导产业产品价格持续下
跌，情况对洋浦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
下，洋浦积极适应新常态，通过改善投资
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举措实现了经

济的逆势增长。
2014年，洋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

现254.3亿元，可比增长11.5%；工业总产
值829.6亿元，同比增长19.5%；固定资产
投资118.2亿元，同比增长16.6%；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24.3亿元，同比增长44.1%；
港口吞吐量 3516.4 万吨，同比增长
18.5%。

据介绍，去年，洋浦从抓规划编制和
优化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搬迁
安置、狠抓安全环保和应急管理、切实维
护社会稳定共5个方面改善投资环境。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小铲滩等
27个码头泊位改建进展顺利，新增港口

吞吐能力2200余万吨；洋浦大桥建成通
车，远洋路、嘉洋路、中心大道等道路改造
工程部分完工，区内交通改善；第二原水
管线工程和区内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加快
推进；博洋路公共管廊、滨海路及配套市
政管网、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管道等竣工
投用；积极协调通信公司加快基站及网络
建设，石化功能区等通信信号弱的情况逐
步改善。

搬迁安置方面，在做细思想工作推动
搬迁的同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赢
得了广泛支持和拥护，形成了推动搬迁安
置的强大合力，实现了和谐搬迁。全年签
订正式搬迁协议1171户，完成了汉地阳

光三期、凯美特工业尾气综合利用等一批
项目4586亩地的征地清表，为项目建设
创造了基础。

安全环保和应急管理方面，严把安全
准入关，禁止项目“带病进区”，努力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整治和“八打八治”专项行动；加大环境
监测站、应急中心的投入，环境监测和应
急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记者从会上获悉，去年洋浦全力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20个省重点项目全
年完成投资107.6 亿元，超额完成投资
计划。300 万吨 LNG 站线、海南原油
商业储备基地等一批省重点项目竣工
投产，成为新的增长点；洋浦港油品码
头及配套储运设施、160 万吨造纸二
期、150 万吨特种油、华信石油储备基
地一期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面完
成了年度投资计划。此外，还招商储
备了热电联产、燃料乙醇等一批符合
洋浦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签约总金
额122亿元。

副省长、洋浦工委书记李国梁对洋浦
2014年在经济方面取得成绩给予了肯
定。他说：“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
景下，洋浦各项经济指标均取得了两位数
增长，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我省
2014年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应
有的担当和贡献。”

改善投资环境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洋浦经济去年逆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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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见习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陈海森 邢代洪）海南新设
立的生态环境保护厅今天正式挂牌成
立。与此同时，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也正式更名为省国土资源厅而挂牌成
立，更名后的国土资源厅将主管全省的
土地和矿产资源。

海南省副省长何西庆、省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梁飞出席揭牌仪式。
和其他省份环保厅不同，我省突出了

“生态”二字，海南环境空气质量虽在全国
前列，可想要保持好并不容易，单独设立

“生态环境保护厅”突显的就是我省生态
立省战略、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

“今年的工作重点是继续突出生态
保护，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不折不扣地完

成‘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尚余的省重点
项目建设。”生态环境资源厅首任党组书
记、厅长邓小刚说，其中最核心的节能减
排项目要数电厂、水泥厂、化工厂、玻璃
厂等工业领域的脱硫脱硝除尘改造以及
在博鳌、清澜等地新建污水处理厂等。

“海南的环境空气质量让海南人民引
以为傲，但或许正是因为全社会似乎形成

了一种海南环境好的共识，才让海南生态
环境中存在的隐忧被大众忽略。”因而，邓
小刚认为越是一片叫好就越要加强信息
公开，加强媒体对环境破坏行为的曝光力
度，同时，环保部门要更严格执法。

据悉，生态环境保护厅要在新一轮的
工作中探索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及排污
权交易制度。

直击

新常态 开门红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冬末春初的莺歌海，空气里没有一
丝寒意。

一栋栋厂房建筑拔地而起，一阵阵
轰鸣声撞击耳膜。在274亩的国电西
南部电厂工地里，上千名劳动大军依然
在持续奋战。填补国电在海南火电项
目空白，尽早缓解我省紧张的供电形
势。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充足能量，
1300多名电厂工人正在以争分夺秒的
干劲，推进完成以同类速度最快建设同
等规模火力电厂的壮举。

想方设法促进度
多个项目提前完工

2月1日，2×350MW超临界机组
工程1号机组汽轮机台板就位，比计划
提前28天；

2月10日，1号锅炉施工累计完成
22026只受监焊口，提前7天实现“春
节前受热面焊口超2.2万只”的目标；

工程最重单体设备，195吨的发电
机，从到场到就位，耗时不足24小时；

……
快！在保证安全、质量和标准不降

低的前提下，以“超短工期，提前发电”
为目标，工人们说到，做到！

为了快，他们不等不靠，想方设法
战胜困难。在开建1号机组主厂房时，
由于存在钢架构件数量较多造成吊装
次数增多的情况，第一层炉架从吊装到
验收共用时15天。施工单位中国能建
安徽电建一公司副总经理张良胜说，面
对这一“普通”数据，工程项目部等迅速
反应，大胆创新，制定了利用50吨履带

吊进行地面小组合（立柱、横梁和垂直
支撑地面组合）的方案，换来了“十天一
层”的海南吊装新速度。

日夜兼程赶进度
1300余名工人春节坚守

夜幕之下的北部湾，海风习习，宁
静美丽，站在厂房上就可以看到。274
亩的厂区里，路灯上已经挂上一串串发
光的红灯笼，悄然传递春节的气息。

但，静，不是它的主旋律。站在钢
板搭建的楼层上，一阵阵颤动传递到脚
底，这是施工电梯运作引发的。数不清
的钢板、涵管、阀体，密密麻麻的脚手

架，高大的塔吊和履带吊，车来车往，都
在传递着奔忙的气息。楼层上，管道
间，工人们影影绰绰，焊花不时照耀他
们的脸庞。

“5+2”，“白+黑”；机械不停，人员
不断。即便是即将到来的春节，1300
余名工人也将坚守阵地。“1号机组要
保证3月底做水压试验，4月份厂用受
电，再想家，现在一天也不能耽搁！”来
自安徽巢湖的工人缪传生说。

多方合作保进度
乐东干群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国电项目顺利推进，乐东当地

干群同样急工人们之所急，竭尽所能为
项目建设提供便利。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电厂职工安心
地把精力专注在赶工期上。”莺歌海镇镇
长梁小明介绍，为了做好工地环卫工作，
近期镇政府免费给工地提供了一批垃圾
箱，并派环卫工人负责工地的清洁。

而最为电厂工程建设部主任张云龙
感叹的，是当地群众为大批工人解决了
住房问题。据了解，一直以来，因为进度
需要，不断有新的工人从外地汇聚到莺
歌海，这让工地宿舍捉襟见肘。“幸好，在
当地政府的组织安排下，镇上很多居民
都为我们许多施工单位的员工提供了租
房服务。” （本报莺歌海2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远远地，就可以望见一柱白色的烟
囱刺向蓝天。今天下午，记者来到国电
西南部电厂工地看到，这里依然车来车
往，器械不停，一派繁忙景象。

位于GIS网控楼对面的汽机房里
面，却显得较为安静。由钢架搭就的空
旷楼层上，两台巨大的350兆瓦超临界
凝汽式燃煤发电机（定子）一左一右安然
躺卧，安静的外表令人难以想象其蕴含
的能量。

它们旁边，安放着同样巨大的汽轮
机的低压缸等组件，这是发电机的配套
设备。几名工人正在对组件进行打磨。

“很快，我们就要把它们配在一起，这样
发电机就能工作了。”他们兴奋地表示。

在汽机房背后，许多工人正在数十
米高的楼层、脚手架及输煤管道上工
作，焊花点点闪烁。在1号锅炉房边记
者看到，用于给锅炉降温的、一面约有
70 米高的水冷壁的焊接工作接近完
成，在接近开饭的时刻，工人们还没有
下来的意思。时间的每分每秒，对他们
都是宝贵的。

在1号炉厂房旁边的平地上，来自
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金属实验室
的兰友恒正在和几名工友紧张地进行
打光谱作业，检验工程所用焊材是否符
合要求。检测一次，称为打一点。“为了
赶工期，平均每天我能打1500点。”兰
友恒说。

在他身边不远，就是一排水泵房，里
面布满了初看起来盘曲错节的红银各色
大小管道。一名正在指导工人作业的老
师傅介绍，这里的高压泵共要装7台，目
前已经装了3台；用于过滤海水的超滤
膜装置也进展顺利。他谢绝了记者的进
一步采访，说自己还有许多活儿要忙。

热辣的太阳西沉，海风也多了些凉
意。劳累了一天的工人谢牧原坐下来，
开始挠挠他的右手背和脖颈。在这两处
地方，他积下了水痘和红斑。他说，这是
海南太阳太辣引起的，笑道：“这是我们
的‘海南印迹’。”

“离发电的日期很近了，我们在创造
历史，必须把握每分每秒，春节是个机会。”
他的话，代表了1300多名工友的心声。

（本报莺歌海2月16日电）

为进度
工人珍惜每分每秒

本报莺歌海2月16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孙体雄）在海南遭遇电
荒的局面下，海南国电西南部电厂项
目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项目负责人表示，工程上下团
结一心，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在高标准
高质量严要求下，确保以最快速度推
动项目建设，力争今年上半年实现首
台机组并网发电。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厉
云蓬介绍，西南部电厂工程是中国国
电集团公司在海南投资建设的第一个
火电项目。

“从去年6月30日主厂房浇筑第一
罐混凝土以来，我们始终按照海南省
委、省政府和国电集团公司的部署要
求，在保证安全、质量和标准不降低的
前提下，以‘超短工期，提前发电’为目
标快速推进。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
省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住建厅等大
量省级部门的支持。”厉云蓬说。

他介绍，为了确保工程质量，电厂
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成立了精细化

管理9个专业组和22个专项小组，加强
施工质量管理，逐级负责，层层把关，严
控3个“交付关”和4级“验收关”。

他说，西南部电厂如今践行的环
保标准大部分都比原来制定的要高。

“比如我们原来只计划安装布袋式除
尘器，这已经比常规的静电除尘器效
果要好了。但是我们还投入了湿式电
除尘器，它们配合能让我们达到综合
除尘效率99.94%以上，烟尘排放浓度

低于5mg/Nm3的高标准。”
截至目前，电厂1号、2号机组厂

房主体建筑已经完成，两台发电机定
子已经吊装就位，高度为210米的烟囱
外筒已经到顶，其余配套的侧煤仓等
作业面也均在有序推进中。厉云蓬
说，这一进度比国内同规模火力电厂
建设速度快了5个月。电厂计划3月
底完成1号机组水压试验，4月份厂用
受电，实现上半年1号机组并网发电。

项目负责人谈西南部电厂进展：

力争上半年并网发电

春节即将来临，国电西南部电厂一派繁忙，追求以最快速度推动项目进展

1300余名工人的春节坚守

专访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和省国土资源厅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梁振君 见习记
者周晓梦 通讯员杨谦）昨天召开的全省国资监
管工作会透露，去年我省国资系统38个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完成投资138亿元，完成本年计划
的110%，超额完成计划。海南炼化、中海油等
中央企业投资建成了一批重点项目，进一步夯
实了全省经济发展后劲。与此同时，国资系统
改革重组进展顺利，完成了海南发展控股与水
电集团、海建集团与海宁公司的重组整合任
务。正式启动实施盐业体制改革，筹建盐业集
团等。

2014年，尽管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强台风
袭击的影响，我省省属企业和市县属企业总体运
行平稳。海南炼化、中海油等中央企业投资建成
了一批重点项目，进一步夯实了全省经济发展后
劲。全省国资系统改革重组进展顺利，基本完成
了14家二级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支持全省港
口资源整合工作。莺歌海盐场转产开发获得省政
府批复。海口、三亚、万宁、五指山等市县国企改
革涌现了一些新亮点、新特点。

资本运作效果明显。海南矿业成功上市，海
汽股份正待证监会审核。成立了海南股权交易
中心和贵金属交易中心，参与组建海南银行、光
大财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联合资产等3家
企业经省政府批准为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管
理公司。支持和推动海南控股做好发行24亿债
券相关工作。

省国资委主任倪健说，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之年，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要靠改革
来激活。今年我省国资系统将继续实施重组整
合。抓好海渔集团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
点工作。海南省盐业总公司实施公司制改造，组
建海南省盐业集团。筛选一批符合条件的省属二
级企业、重点项目向民间资本开放，鼓励多元资本
参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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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亲爱的游客朋友：

欢迎来到“椰城”——海口
过年，如遇困难或疑问可拨打政
府服务热线0898-12345或旅
游服务电话0898-66212301，
并邀请您一起文明旅游，顺祝
旅程愉快！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宣

◀上接A01版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项目

多个厂房建筑已经拔地而起，场

面十分壮观。

在工程核心区位，1 号、2 号

锅炉厂房，汽机房，GIS网控楼主

体建筑均已建成，38米高的侧煤

仓准备封顶，210 米高的 1 号烟

囱巍然挺立。700米排水工程陆

上部分已施工完毕，其与 1.1 公

里取水工程正在进入海上铺设

阶段。其余配套的脱硫脱硝、码

头工程等作业面也均在有序推

进中。

在汽机房内记者了解到，工

程最重单体设备、两台重达 195

吨的超临界凝汽式燃煤发电机已

经分别于2月9日和10日安装就

位，与其配套的汽轮机组建正在

筹备安装。这2台发电机组建成

后每年可发电 38.5 亿度。未来，

源源不断的电力将从这个“心脏”

流出。

“我们用7个月的工期干了通

常需要12个月的活。”项目负责人

介绍，自去年6月30日主厂房浇筑

第一灌混凝土以来，工厂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国电集团公司的部署要

求，在保证安全、质量和标准不降低

的前提下，以“超短工期，提前发电”

为目标，调集大量人物资源，创新作

业方法，日夜加班加点，使得锅炉钢

架吊装、主厂房出零、大板梁吊装就

位、汽轮机台板就位等里程碑节点

工期在国内同类型机组中处于领先

水平。

海南电网公司预计，2015年全

省最大负荷需求为420万千瓦，同

比增长11.7%，电力紧缺局面尤为

严峻。西南部电厂早日建成，将及

时缓解我省日趋紧张的供电形势，

同时为海南电网南部地区提供强有

力的电源支撑。

两台350兆瓦
发电机安装就位

◀上接A01版
罗保铭感慨万分，“17级台风肆掠，文昌百姓在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守望相助，努力恢复生产
生活。树倒房倒，人心没倒，这是一股了不起
的力量！”

如潮的掌声过后，罗保铭又语重心长地叮
嘱，要想过平安富裕的好日子，要靠各级党委
政府的关心支持，更要靠乡亲们自己的力量。当
前首要的就是把海防林建好，防风固堤，保护岸
线，保护家园。要尽快把撂荒的农田恢复起来，
种上农作物，增加收入。同时要把村子建得像个
花园一样干净又漂亮，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曾被

“威马逊”重创的地方，彰显文昌人民的坚韧不
拔、自强不息。

罗保铭说，文昌是著名的侨乡，人杰地灵，相信
通过大家的自强、勤劳和努力，一定能让日子“芝麻
开花节节高”。罗保铭还向乡亲们逐一介绍了慰问
团成员，“今天来了这么多厅长，借这个机会还得呼
吁呼吁，请大家继续支持文昌。”诚挚风趣的话语，
赢得掌声阵阵。

凤凰树被台风吹断的树枝已冒出簇簇新叶，
希望正在这里蕴育、勃发。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阳，副省长何西庆，省
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
及文昌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陪同慰问。

“看到大家住进新房，
我们的心总算踏实了”

2月13日，国电西南部电厂的工人正在吊装设备组装部件。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国资系统改革重组顺利，14
家二级企业改革改制基本完成

38个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完成投资138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