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着仙人掌的地方，土地太
‘瘦’。”洋浦居民陈良凤说，由于天气
干旱少雨，洋浦土地贫瘠，居住在这里
的人们只能向大海讨生活。

海洋不仅给了人们丰厚的馈赠，
更赋予了机遇。毗邻北部湾的洋浦，
不但拥有天然深水港，也是船只经马
六甲海峡进入中国航运的第一节点，
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

点。
“深水近岸，避风少淤，涨潮慢，退

潮快。”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池学涌说，洋浦港池航道水深
超过9.2米，面向北部湾外海一侧水
深超过20米，属于天然良港。

得益于此，海南省委、省政府在谋
划海南发展战略时，希望以开发洋浦
作为经济特区建设的突破口，并使其

成为海南扩大对外开放的头号工程。
1992年，国务院批准同意海南向

外商一次性出让洋浦地区约30平方
公里的土地使用权，并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实行封闭式隔离管理。这种由外
商投资兴建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对外开
放合作，被称为“洋浦模式”。

“刚来洋浦的第一感觉，就是荒
凉。周边只有几个小村子，码头旁

只有一排空心砖工房。”国投裕廊
洋浦港口有限公司工人罗健回忆，
彼时的洋浦港，停靠的都是散货，靠
人力一年卸货 30 万吨是件了不得
的事，而如今卸货60万吨也只需短
短一个月。

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
过程。2005年，经过重组，海南省政
府成为主导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主体，

实现了完全由政府主导开发的重大
转变。

经过25年的发展探索，洋浦从
30平方公里的开放港口起步发展，
如今坚持集约、集群、环保、园区化、
高技术的发展方向，推动新型特色
工业成长壮大，“一港三基地”产业
定位和海南新型工业的龙头地位基
本形成。

洋浦故事 始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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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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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洋浦，厂房林立，吊机当空，
洋浦大桥横跨两岸，工业的力量和机
械的美感无处不在。但绿水青山是海
南最宝贵的资源，作为全岛新型工业
的龙头，洋浦的发展曾饱受质疑：石油
化工、油气储备等工业项目，会否对环
境造成污染？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碧海蓝天。
洋浦严守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限、安全生产红线，引导企业加大环保
投入，加快技术、工艺和循环化改造，
降低了单位能耗和排放量，为实现绿

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海南炼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

业尾气，经四段提纯就能变为纯度
99.9%的氢气，剩下的二氧化碳再经
压缩提纯，能成为食品级的液体二
氧化碳，这可是高附加值产品。”海
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志
勇笑称，洋浦遍地是资源。

据海南炼化总经理卞凤鸣透露，
企业安装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后，
生产加工1吨油仅用0.38吨水，万元
产值消耗0.8吨水，处理的污水还将

回收利用，几乎实现零排放。
此外，洋浦还向清洁能源企业积

极敞开怀抱。今年3月，中海油海南
LNG（液化天然气保税仓库）正式通
过验收，作为国内首家LNG仓库，在
极大便利海南液化天然气转口贸易的
同时，它也将保障海南乃至沿海地区
市场的供应稳定，并推动亚太地区
LNG现货交易市场的发展。

这些创新和探索，换来的是一份漂
亮的绿色成绩单：2017年洋浦空气质
量优良率96%以上，稳居国内同类开发

区第一，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符合国家一
类标准，地表水地下水质量保持稳定，
获评全国2017年首批绿色园区。

能源交易中心投入运营、被列为
省跨境电商综合示范区、启动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试点、成为我省首家进
境粮食指定口岸和国家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扶持6家区
内企业成功上市、实施“信箱地址”登
记制度、在全省率先推行“三证合
一”……探索创新，赋予洋浦愈加旺盛
的生命力。

张磊表示，洋浦将始终坚守安全
环保底线，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基本建成“三中心两基地”；同
时，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功能配套、
补齐社会短板，加快建设滨海产业
新城，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转型
发展，奋力开启美好新洋浦建设新
征程。

25年过去，洋浦繁忙依旧，改革开
放的风，继续鼓动着洋浦的发展之帆。

（本报洋浦7月16日电）

洋浦未来 兴于创新

洋浦位于泛北部湾中心地带，与周边20
多个主要港口城市直线距离不超过 200 海
里，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

洋浦港的10米至24米深水岸线长达30
多公里，深水近岸，避风少淤，目前已建成泊
位38个，拥有14条内外贸航线，港口货物吞
吐能力达8700万吨。

洋浦新英湾区共鸣社区居民符清平：

老家“让路”厂区
我们住进别墅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笑非

“我们是碰上好时代了！”7月13日，谈起改
革开放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家住洋浦
新英湾区共鸣社区的居民符清平有话要说：25年
间，全家从老旧瓦房搬进了小别墅，自己还当起了
电器店老板，生活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5岁的符清平告诉记者，自己的老家在如今
的干冲区，当年家家户户都住在瓦房里。小时候，
符清平每天从家到学校的必经之路是6公里的土
路，雨天必定会带回两脚泥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当地没有通电，街坊
邻居的业余生活单调贫乏，晚上只能聚在家门口
拉家常，夜深便回屋休息。“记得有一次，我和玩伴
走了近5公里的夜路才到镇上，只为了看一场电
影。”符清平回忆道，那场电影日后让年幼的他回
味许久。

2016年，符清平的老家要建设中国石化海南
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当地不少人搬迁到了新
英湾区，符清平家是其中一户。

位于共鸣社区的安置小区房屋联排建设，整
齐划一，被当地人称为“联排房”。“新家”面积按人
口多少分配，符清平一家五口人住进了一栋190
平方米的两层小别墅，家门前不再是泥泞的黄土
路，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平整的水泥路。

“社区里的小广场一到晚上灯火通明，大家再
也不用摸黑聊天了。”符清平打趣地说。不断完
善的路网建设，让新英湾区的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新建的滨海公园、文化馆等，让大家的休闲生活有
了更多的选择。

群众的幸福感也得到了不断提升。据共鸣社
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符文昌介绍，社区为了传承
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组建了调声队，吸引300多名
群众参与。此外，社区还不定期举办群众喜闻乐
见的山歌剧表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数据显示，近5年，洋浦累计投入资金53.5亿
元用于民生建设，占地方可用收入的52%；其中，
投入21.5亿元建成安置房2282套，搬迁安置群众
1981户7033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

“如今洋浦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越
来越红火。”漫步在鸟语花香的社区里，符清平言
语间流露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本报洋浦7月16日电）

25年间，从30平方公里起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商业石油储备基地

洋浦：绿色发展扛起新型工业担当
海涛汹涌澎湃，拍打在海南

贫瘠的西海岸上，千百年来，这
里馈赠给人们的是盐晶与海货。

巨轮卷起浪花，在繁忙的北
部湾里画出航线，25年来，这里
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
田”。

这里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我
国第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享受
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25年时间，洋浦从最初的
30平方公里发展到规划控制面
积 114.5 平方公里，今天的洋
浦，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业石油
储备基地。

今年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成
立25周年，也正值我国改革开
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在当下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实践中，洋浦依然站在敢
为人先的改革开放前沿。

7月13日上午，国投孚宝洋浦罐
区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孚宝）
30万吨级原油码头，成排的红色输油
臂林立，静待靠港的油轮。

国投孚宝注册成立于2009年，主
要经营原油和成品油的装卸、储存、中
转、分拨和保税等业务，项目总体建设
规模包括2个30万吨级泊位、500万
立方米油品储罐等，总投资达70亿元。

国投孚宝的建设，是洋浦油气储

备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今后，洋浦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更加注重发展质
量和效益。”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磊表示，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
导意见》提出的“以发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优化
整合港口资源，重点支持海口、洋浦港
做优做强”的要求高度契合。

为了顺应新变革、谋求新发展、扛
起新担当，今年初，洋浦提出打造“三
中心两基地”，即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
纽和物流中心、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临港海洋产业基地
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中石化（香港）205万方成品油保
税库、华信能源280万方商业油品储
备等5个油气储备项目建成运营，储
备能力超千万方……通过油储贸易一

体化，洋浦大宗商品贸易在快速增长。
如今，洋浦已拥有38个码头泊

位，其中30万吨级原油泊位2个、全
省最大等级的1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2个，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8700万
吨，另有 9 个货运码头泊位在建。
2017年，洋浦开通集装箱内外贸航线
5条（内外贸航线总数达到14条），集
装箱年吞吐量45万标箱，同比增长
80.4%，港航物流产业初具雏形。

于2016年9月开业运营的洋浦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已有注册企业147家，
实现交易额300亿元，国际能源交易业
已成为洋浦发展新的增长极。2006年
投入商业运行的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炼化）千万吨炼
油、210万吨PTA、150万吨PET等项
目，让洋浦石化产业规模效应显现，去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599.02亿元，同比增长
7.5%，工业增加值101.3亿元。

洋浦发展 敢于担当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笑非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尹建军）记者今天从省国土
资源厅了解到，针对不动产登记工作有
关问题，该厅于日前印发相关通知并作
了详细说明，旨在进一步规范全省不动
产登记工作，提高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
服务水平，妥善解决不动产登记疑难问
题，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通知，不动产统一登记
前已形成并经原行业主管部门审核确
认的房产测量等成果，应当继续沿用，

对缺少空间坐标数据或有错误的，各
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及时安排有资
质的专业队伍进行补充调查测量。

关于土地面积分摊方法，各市县
在办理土地分摊业务时，按单幢楼房
占地面积进行分摊，计算方法为：单户
房屋的建筑面积×（整幢楼占地面积/
整幢楼的总建筑面积）。对楼幢占用
土地以外的公用部分土地面积，在办
理登记时，在不动产登记簿中注记“本
宗地内未作分摊的公用部分土地使用

权属全体业主共有”，建筑面积按照计
容建筑面积计算。

如果购房人拥有所在宗地为划拨
地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在
办理转移登记时土地价款如何计算？

据了解，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
用房的划拨土地依照规定办理土地面
积分摊后，对个人房屋转让中涉及划
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的，须补办出让手
续并补缴土地价款。土地价款由购房
人依据土地分摊结果，按照宗地所在

区域基准地价的40%补交。房屋产权
经多次转移而相应土地使用权未一并
转移登记的情形，土地价款由最后一
手交易的购房人承担。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房完善土地出让手续后土
地性质变更为出让。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办理
土地分割出让后，土地出让年限又如
何计算？

按照要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
适用房所在宗地为划拨土地的，从同

一建筑的第一套房屋上市交易补办出
让手续之日起计算土地出让年期，确
定出让土地使用权截止日。此后其他
各套房屋上市时，其土地出让年期相
应缩短，以使同一宗地的出让土地使
用权保持相同的截止日。土地出让年
期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确定，但最高
不超过70年。

此外，关于原土地用途为商住、
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的楼房申请不
动产登记时，商业及住宅所占土地比

例和土地分摊等问题，若土地出让合
同有约定商业和住宅所占土地比例
的，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可按照土
地出让合同划分商业和住宅占地面
积和比例。若土地出让合同没有约
定商业和住宅所占土地比例的，根据
规划验收文件确定商业和住宅所占
土地比例（即批准商业和住宅建筑面
积分别占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的比
例）。该类楼房办理土地分摊时按照
上述规定执行。

我省进一步规范不动产登记工作

经适房转移登记须补缴土地价款

洋浦经济开发区建区以来，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1100 亿元，其中生产性投资 890 亿
元，建成一批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安全环
保水平高的重点企业，形成一个600亿级产业
集群（油气加工），两个200亿级产业集群（油气
储备、浆纸一体化），若干个十亿级产业集群
（港航物流、农产品加工、现代金融等）。

2017 年，洋浦地区生产总值 246 亿元，
占 5.5%；工业总产值 740 亿元，占 33.6%，港
口吞吐量 4278 万吨，占 23.8%；外贸进出口
总值388亿元，占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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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俯瞰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共

鸣社区联排新居。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7月13日，俯瞰国投孚宝洋浦罐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