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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十二
五”，洋浦经济社会发
展蹄疾步稳，绘就激情
创业美丽画卷；精准发
力奏响“一港三基地”
宏图最强音，石化产
业蓬勃发展，油气储备
产业集聚崛起，林浆纸
一体化产业基本形成，
港航物流快速兴起，基
础设施逐步完善，生态
环境保持良好……

过去的5年，洋浦
通过协调和督促重点企
业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力
度，实现超净排放，实现
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的
互动双赢……

在 省 委、省 政 府
“举全省之力支持洋浦
乘势而上”的大力推动
下，洋浦紧紧围绕“一
港三基地”产业发展定
位，着力延伸产业链
条，壮大产业规模，形
成产业集群，同时坚持
生态兴区、安全环保，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一座独具魅力的
临港新城在北部湾畔
冉冉升起——

经济社会发展蹄疾步稳，精准发力奏响“一港三基地”宏图最强音

临港新城洋浦美丽蝶变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通讯员 王军

石化产业蓬勃发展——
芳烃产业链正式形成

在洋浦石化功能园区，一条条管道
如钢铁巨龙般蜿蜒穿行，将海南炼化、
逸盛石化等众多企业连接在一起。除
了管道的有形连接外，还有一条更为重
要的无形链条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石化产业链。

洋浦经发局局长程涛介绍说，
2010年以前，洋浦区域内投产的大型
石化企业仅海南炼化和汉地阳光两家，
产业链条较短。“十二五”期间，洋浦积
极推动“炼化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
以海南炼化为龙头，逸盛石化、汉地阳
光等产业链节点项目陆续建成，形成了
纵向延伸、横向耦合，物料循环使用，能
量梯级利用，污染物集中处理的集聚集
约、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模式。

过去5年，随着海南炼化60万吨聚
酯原料、逸盛石化210万吨PTA和100
万吨PET等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洋浦芳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被一一打
通，标志着洋浦芳烃产业链正式形成。

“十二五”期间，炼油深加工项目陆
续竣工，海南炼化新增120万吨炼油能
力，实华嘉盛8万吨苯乙烯、汉地阳光
23万吨基础油、汇智石化36万吨轻烃
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

此外，洋浦始终围绕“国际化、品牌
化”的产业发展思路，以“绿色、环保”为前
提，以“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环保水平”为
目标，大力协调推进山东高速石化新材料
产业基地建设，引进美国海瑞集团资金、
技术和品牌，调整产品方案和工艺流程，
新增10万吨环保型溶剂油项目；积极协
调推进汉地阳光三期建设，引进美孚公司
先进技术，改进工艺路线和产品方案，提
升产品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炼化2013年
底投料开车的6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
置，是中国石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
套国产化大芳烃装置，其芳烃成套技术
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打破了国外

公司在全球的长期垄断局面，使中国成
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芳烃成
套技术的国家。

油气储备产业集聚崛起——
最大商业能源储备基地建成

驱车行驶在洋浦滨海路上，道路两侧
能源企业一个挨着一个，巨大的油气储罐
星罗棋布，油气输送管网四通八达。“这里
是中石化的205万立方米成品油保税库，
这里是中海油的300万吨LNG，这里是
华信能源280万立方米商业油品储备库
……”洋浦管委会工作人员如数家珍般向
记者介绍一个又一个能源巨头。

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南海油
气开发战略，过去5年，洋浦致力于打造
我国重要的石油储备基地，累计完成投
资175亿元，相继建成投产中石化（香
港）成品油保税库一期205万立方米、中
海油300万吨LNG站线、中石化255万
立方米原油商业储备、国投孚宝132万立
方米油品储运、华信能源商业油品储备
一期280万立方米等一批重大油储项目。

“目前，洋浦的油气储备规模1174
万立方米，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商业能源
储备基地。”洋浦经发局工作人员廖志
文非常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石化产业及油气储备产业崛起的
基础上，洋浦加快油储贸易一体化发展，
打造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放大油气储备产
业效应，推进港航物流、国际贸易、金融、
中介代理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新型工
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2015年，洋
浦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

港航物流快速兴起——
港口吞吐能力突破1亿吨

洋浦经发局工作人员王晋飞，此前
曾在大连、天津等港口城市学习和工
作。2011年初到洋浦工作时，他眼中的
洋浦港区规模太小，和那些大的港口相
比有些“小巫见大巫”。“5年过去，洋浦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可以一展
身手了！”王晋飞高兴地说。

石油化工、油气储备产业的快速发
展，对洋浦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二五”期间，洋浦利
用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建设了一大批
深水码头泊位，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及配
套储运设施工程、3个5万吨级兼靠2个
10万吨级小铲滩集装箱公共码头泊位相
继建成，港口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港航
物流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

“十二五”期间，洋浦新增码头泊位
19个，各类泊位达到38个，其中万吨级
以上泊位26个；拥有30万吨级原油泊
位2个，港口货物吞吐能力突破1亿吨，
其中集装箱105万TEU。

目前，洋浦港已与海口港签订了
《海口港—小铲滩码头港口资源整合合
作协议书》，努力打造海南面向东南亚
的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

基础设施提升改善——
生产生活配套趋于完善

作为一座非常年轻的临港工业城
市，过去5年，洋浦经历的变化可谓翻
天覆地。工业配套以及生活配套基础
设施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前些年，洋浦
到处都是断头路，经常停水停电，生活
很不方便。近年来，洋浦工委、管委会
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城镇化
水平，各方面配套更加完善，生活越来
越方便了！”王晋飞感慨地说。

“十二五”期间，开发区陆续启动了石
化功能园区市政道路、上下水管网、海陆
消防站、公共管廊、排海管道等配套基础
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开发区基础设施
配套日益完善，保障了大项目落地和快速
建设需要。2012年5月开工建设的海南
省重点工程洋浦第二原水管线项目，总投
资16.27亿元，全长78.23公里，建成投用
后每日供水量将达到70万吨，届时将更
好地满足企业用水需求。

此外，还扩建了洋浦自来水厂，日供
水能力从5万吨提升到10万吨；建成自
来水配套管网工程，新增自来水管道45
公里；改建生活污水处理厂，使之同时具
有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完成

干冲220KV变电站至石化功能区电缆
沟工程，开工建设华能洋浦75万千瓦热
电厂；新建和改造道路31.95公里。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严守红线 绿色发展

“洋浦的空气质量挺不错！”日前，在
洋浦石化功能区外，摩托车司机符大标看
着头顶的蓝天，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

如果符大标的说法只是凭感官，洋
浦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
2015年洋浦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49天，优良率达到95.7%，近岸海域海
水水质长期优于二类标准。

预计“十二五”末，洋浦排放化学需氧
量4100吨（为总量控制指标的54.7%），
氨氮 407吨（54.3%），二氧化硫 6290吨
（49.5%），氮氧化物 8246吨（46.1%），远
低于“十二五”总量控制指标。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洋浦环保局局长张声涛说，过去5年，
洋浦通过协调和督促重点企业不断加
大环保投入力度，实现超净排放，实现
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的互动双赢。海
南炼化、金海浆纸、逸盛石化等3家重
点工业企业总投资452亿元，其中环保
投资49亿元，占项目投资总额10.8%，
企业“三废”处理率达到100%，排放指
标优于国家标准。

“十二五”，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
势，洋浦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寻求可作
为的空间，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面
对“十三五”开局，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张磊说：“洋浦将更加突出绿色和
开放，严守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严
格资源节约和环境准入门槛，推进园区
循环化改造，实施节能减排降碳行动，实
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主动融入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产
业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服
务两个市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体系，打造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强力产业
支撑和对外开发新高地，扛起全面建设
国际旅游岛的洋浦担当。

（本报洋浦1月27日电）

“十二五”期间
洋浦民生事业极大改善

让群众尝到
幸福果实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通讯员 王军

“非常高兴，终于要住进新房啦！”站
在崭新房子前，82岁的老太陈儒坤乐得
合不拢嘴。1月8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
区新建落成新英湾安置新区内喜气洋
洋，在欢快的《好日子》歌声中，数百户居
民陆续领到了联排房的钥匙。

据洋浦搬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英湾安置新区用于安置海南炼化扩能项
目1300米范围内、为项目提供了建设用
地的居民，涉及春鸣、新兴、共鸣3个居委
会、13个居民小组共838户3780人。

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磊表
示，洋浦工委、管委会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一项不能忽视的工作，逐年增加公共
配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让群众
共享洋浦发展的成果。

（本报洋浦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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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安置新区。 罗其才 摄海南炼化园林式工厂。 贾永存 摄

2015 年预计达到 210亿元，GDP

年均增长9.1%

201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

3900万吨，比2010年增长38.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累

计完成484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增

长106.8%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计28.5亿元，年

均增长20.4%

2015年，洋浦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

达 到 3900 万 吨 ，比 2010 年 增 长

38.3%；外贸2261万吨，比2010年增

长60.7%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预计达到86
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9.4%

2015 年，洋浦工业总产值占全省

工业总产值的 37.8%，外贸占全省

76%，关税及代征税占全省 63.2%，

进出口总额占全省60.4%

一串数字足以反映洋浦
过去5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