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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记者走一线

乐东推进
县第一小学项目建设
投资9300余万元，新增2160个学位

本报抱由8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林东）8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的县第一小学建设项目工地看
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正在平整土地，工程正在加
快推进。该项目完成后，将新增2160个学位。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063万平方
米，计划总投资9323.7万元，于今年7月开工建
设，预计2020年9月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竣工运行后，计划开设48个
班，每个班的学生为45人。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举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位紧张的状况，
让当地学龄儿童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海南颐仁医院主体封顶
计划2021年投入运营,将增床位1201张

本报金江8月27日电（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
者李佳飞）海南日报记者8月26日从澄迈县相关
部门获悉，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南颐仁医院
项目主体10栋楼已封顶，计划今年底完成二次结
构建设，2020年完成功能性装修，2021年投入运
营。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医疗、康复、保健“一站
式”健康服务。

8月26日下午4时许，一场暴雨刚过，海南颐
仁医院项目马上又投入火热建设中。“我们希望在
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进度，尽早把这个
惠民工程完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夏敬坤说。

据介绍，海南颐仁医院项目于2017年4月动
工，规划分为医疗区和疗养区，总建筑面积约31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投资约7.4亿元，
占预计总投资的74%左右。

根据规划，海南颐仁医院医疗用房面积13.84
万平方米，住院开放床位共1201张，将重点建设
呼吸内科、康复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妇产
科、五官科、心胸外科、儿科等16个科室。

“医院定位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海南颐仁
医院院长刘军说，项目建成后，将力争打造全国医
养结合项目示范单位，为海南居民和外来游客提
供优质医疗康养服务。

■ 本报记者 郭萃
见习记者 习霁鸿

左手拿着一捆扎丝，右手拿着扎
钩，将扎丝斜穿过钢筋交接处，用扎
钩勾住后转几个圈后将其扣死……
整个流程一气呵成，用时不到3秒便
完成一个交接点的绑扎。

8月 27日上午，在距离地面约
15米的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桥面
上，工人张金梅正在对交错相织的钢
筋进行绑扎。

在烈日炙烤下，气温不断升高，
这些螺纹钢筋被晒得有些烫手。蹲
着绑了十几分钟后，张金梅站起身，
一手扶着腰轻轻揉了揉，用另一只袖
口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最热的时候，这些钢筋被太阳
暴晒后的温度有近60摄氏度，我们
必须戴上厚厚的手套，要不然会被炙
热的钢筋烫伤。”张金梅说，每次取下
来手套，双手都被汗水浸泡得发白。

从早上6时，到10时许，张金梅
已经完成上千个钢筋交接点的绑扎
工作，为将要进行的混凝土底板浇筑
工作做好了准备。

在一旁已经完成浇筑的现浇箱梁
上，3名工人正在清理桥面和内箱。

站在已浇注好的箱梁上，海南日
报记者看到，拔地而起的桥面向远方
延伸，长 4.397 公里的海秀快速路

（二期）已初现雏形。
“目前我们全线共有450余人

全力奋战保进度。”海秀快速路（二
期）项目技术负责人卢国庆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
固定投资 3.7 亿元，占总投资额
15.88亿元的23%，其中主线桥桩基
全部完成，承台完成53.4%，墩柱完
成 42%，现浇箱梁完成 6 联，占比
18%，整体进度与工期计划安排保
持一致。

为了顺利推进工程进度，确保施
工质量，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引进
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我们使用的全自动破桩头机和
泥浆处理机等新设备，在海南省市政
工程中属于首例。”卢国庆说，项目共
1400多根桩基采用全自动破桩头
机，在提高破桩头效率的同时，大大
减少了人工投入。采用泥浆处理机，
则有效解决桩基泥浆污染问题，实现
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施工。

而大规模引进的墩柱与安全爬
架组合模板及盘扣式满堂支架，则将
承载能力提升到以往的二到三倍，效
率提高两倍以上。

“为加快推进海秀快速路（二期）
项目，海口市政府和业主单位城建集
团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协调小组，至少
每半个月来工地上门服务一次，在管
线迁改、土地征收等方面帮我们解决

了很多难题。”卢国庆介绍。
从去年11月28日项目进场，海

口市城建集团主动服务，协调相关部
门进行管线迁改，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便形成了有效的连续性作业面。

“管线迁改工作涉及种类多、难
度大，且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中。”海
口市城建集团总经理助理冯所晓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管线迁改工

作已基本完成。土地征收方面，近期
最后31栋房屋也即将全部拆除，这
对于整个项目来说是一个大突破，标
志着整个作业面全部形成。”

与此同时，海口市城建集团党委
在项目工地组建了海秀快速路（二
期）临时党支部和工会组织，充分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工会组织的桥
梁纽带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发挥骨干先锋带头作用。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期间，海

秀快速路（二期）项目争取完成3.33亿
投资。”冯所晓说道，“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
保作业面和资金投入，进一步发挥党
建工会进项目作用，保进度保质量保
安全，为明年4月主线桥通车奠定良好
基础。”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

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百日大行动期间力争完成3.33亿元投资

450余名工人酣战工地保进度

项目进展快报

突破建设难点

昌江叉霸旅游公路
将于国庆前通车

本报石碌8月27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8月27日下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叉
河至霸王岭旅游公路施工现场，一列货运列车从
刚建好的框架桥上平稳经过。随着这座铁路桥的
完工并投入使用，叉霸旅游公路已突破最大建设
难点，将于国庆前实现通车。

项目总工谢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一桥梁
建设项目，要在完全不影响铁路运行的前提下，让
14米宽的公路从铁轨下穿过去，难度很大。

“不影响铁路运行是大前提，我们只能一次性
浇筑好钢筋混凝土桥梁主体，再用千斤顶推到预
定位置。”谢斌笑道，把由28毫米和32毫米钢筋
加混凝土浇筑成型、总重量达3000吨的庞然大物
直接推出27米，那场面自己都没见过。

但完成这次顶推，项目施工方前后只用5天。
从内地调来10台300吨级的千斤顶、24小

时监控不可控因素、施工人员全体上阵，在每天近
30趟货运列车的穿梭之下，桥梁顺利固定在设计
位置。叉霸旅游公路项目业主代表叶文超说，施
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这所框架桥的完工，将为
此类工程的建设积攒下宝贵经验。

据了解，总长27.8公里、设计双向两车道的
叉霸旅游公路在国庆前实现通车后，不仅将助推
昌江旅游发展，还能很大程度缓解县城石碌镇交
通压力，让旅游公路串起昌江特色旅游资源的同
时，成为实实在在的便民路。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郝少波

8月 27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时

晴时雨，而雨后的彩虹分外绚丽。

当天17时许，洋浦港小铲滩码

头，骤雨初歇，阳光迅疾洒向波光粼粼

的海面上，一艘满载着集装箱的货轮

迎着斜阳缓缓驶向码头。在岸桥附

近，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整齐地码放在

堆场，拖挂车进进出出，往来不绝。

开展“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迄

今，洋浦港小铲滩码头异常忙碌，到了

夜间依旧灯火辉煌。

是日入夜，从洋浦迎宾馆26楼窗

户往海边眺望，园区俨然成了一座“不

夜城”——一座座现代化工厂鳞次栉

比，油气储罐星罗棋布，夜间灯光绚烂

璀璨，点亮了半天云彩。半岛南部，港

口码头一片繁忙，数以千计集装箱码

放齐整，车辆川流不息，庞大吊机运转

有序；等待进港的一艘艘万吨级轮船

整齐有序地停泊在远处海面上，洋溢

着临港新城的气息。

港口是洋浦最大的资源，也是最

响亮的一张名片——这里湾阔水深，

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口，海上丝

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中东、非洲油气

资源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石化产业节

点，我国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物

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可建 1万

吨-30 万吨级码头泊位 100 多个。

集装箱、散杂货、液体化学品、天然气

等码头泊位种类齐全，已建成泊位

42个，万吨级以上泊位30个，吞吐能

力上亿吨。

众所周知，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港口是

重要抓手。加快洋浦港发展，急需把

“流量”做起来，即把充沛的资金流、货

物流、信息流等做起来，而建设好港口

是前提和关键。

管中窥豹，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8月公布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2020

年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达100万标

箱，2025年将达500万标箱。”当天下

午，正在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自由贸易港）咨询委员会专家座谈

的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黄有光踌躇满志，“对于这一规划目

标，我们有压力，但更多的是动力。”

将洋浦港打造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

天，无论是在港口和码头，或者是在洋

浦开发区管委会采访，海南日报记者

都深刻感受到政企勠力同心。

在洋浦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提供

给海南日报记者的一份材料上，清晰

记载着开发区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

贵调研洋浦经济开发区讲话精神重点

工作清单——

主动对接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推动解决，加快推进洋浦主干道

S308（洋浦关口-西线高速洋浦互通）

路面改造工程，启动第二出口路洋

浦-石牌互通段（洋浦港区疏港公路

与西线高速连接线）建设，加快国际幼

儿园、国际学校建设，5G推广运用、建

设智慧港区和智慧园区，创造一流营

商环境，省级下放权限要接得住、用得

好，招商注重引进高质量项目、外资项

目，注重生态安全……

对表清单，洋浦广大干部正以“不

惜脱一层皮”的干劲，真正做到“一天

当三天用”，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决策部署，以实际

行动加快改革发展。

“短短两个月内，小铲滩码头的作

业能力就从原来的2500标箱/天提高

到目前的3000标箱/天。”站在高楼俯

瞰湾阔水深的小铲滩码头，黄有光感

慨万分，“近两个月来，压港现象倒逼

码头作业能力大幅提升，说明我们还

大有潜力可挖，洋浦港愿景可期！”

目前，中远海运、海南港航控股已

启动洋浦港区10万吨级深水航道工

程、小铲滩码头集装箱能力提升项目，

力争3年内将洋浦港集装箱运输最大

年生产能力从125万标箱提升至450

万标箱。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洋浦将全力以赴上项目扩投资、

推动政策落地，以‘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的实际成效体现自贸港建设先行

区示范区的责任担当。”洋浦开发区工

委书记周军平表示。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港小铲滩码头泊位上，一艘货轮正在装卸集装箱。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郝少波 摄

8月27日，在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抓紧施工。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一整合三服务”
入列全国先进典型
◀上接A01版
将空巢老人、贫困户等弱势群体作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的重点服务对象，量身定制两个志愿服务
项目。一是环保与养老相融合项目，在敬老院内
开设一间环保教育屋，组织老人们在指导下进行
垃圾分类、环保手工等，并组织学校学生和村民前
来参加体验活动，让老人们有所为、有所乐；二是

“田教授”互帮互助项目，聘请通过养蜂实现脱贫
的杨成伟担任田间地头的“教授”，指导带动贫困
户养蜂。首批就有15户贫困户报名养蜂并取得
可观收益。

为凝聚老百姓之心，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党员政策宣讲队以“流动课堂”为载体，将党
员教育、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田间地头、村口院
落，采取“老党员忆解放、讲家风”“模范党员讲发
展”“老村长议事会”等形式，生动化、具象化学习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星”“星级文明户”“新乡
贤”等评选活动，引导每家每户弘扬家庭美德，在
门口挂出各自的“家风家训牌”，让文明实践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

■ 见习记者 习霁鸿
本报记者 郭萃

“盯进度、盯技术，协调问题
……”8月27日，在海口市海秀快速
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分管工区
上巡查的项目技术主管邢轩这样向
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他的工作。

为了随时掌握一线施工情况，邢
轩每天要来回在工地上走上2万多
步。但这并不是他在这个项目中唯
一的角色分工。

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开工伊始，
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邢轩和他的团
队接到了项目部下派的一个重要任
务：负责设计与实施临建，具体包括
一个现场办公区、两个钢筋加工厂、
一个安全体验馆兼工人夜校，再加上
3公里长的施工便道。

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要考虑颇
多。“例如钢筋加工厂，要考虑它跟
实体建筑之间的距离，距离远了，运
输成本就高，另外还要考虑周边道
路是否方便运输。”项目经理刘浩告

诉记者。
“我们是党员，在开展‘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这个关键时刻要顶
上！”为了不因为临建而拖慢项目进
度，在日常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之余，
邢轩和其团队恶补了许多专业书籍，
查了许多相关资料，一丝一缕地理清
了其中的门道，花了一个月时间转遍
了周遭空地，最终确定选址。

虽是昙花一现的临建，却对实体
建筑的施工进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比如说，初期钢筋加工厂还没建

好的时候，工人碰上下雨就得停止作
业，数控设备怕风吹雨淋，也不能用，
所以效率比较低下。”

那段时期，除了每天的日常工
作，晚上，邢轩还带领着团队一起
讨论图纸设计。来回修改了十多
次之后，图纸终于通过了项目的审
核。最终落成的临建项目，兼具实
用和美观的外形获得了项目部的
一致好评。

8月起，连续的高温天气为工人
施工带来了一定难度。为了防止由

于高温天气导致工人中暑而耽误工
期，邢轩团队每天加强对现场施工人
员工作状态的动态监控，及时向工人
发放防暑降温药品，在工后总结中提
醒工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为百日大
行动提供了人员保障。

努力得到认可的邢轩如今依然
每天顶着烈日巡查工地。经历了临
建项目的磨炼，他意识到，自己的视
野和视角也都与过去不一样了，“得
到了成长”。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

“我们是党员，关键时刻要顶上！”人物特写

记者现场感受洋浦落实园区政策、开展“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火热场景

洋浦湾畔涛声急
蹲点日记·洋浦

一流园区是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压茬推进和进行压力测试的重要
载体，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发展。在全省上下贯彻落实“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同心勠力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之际，海南日报记者在“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中践行党报人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来到洋浦开发区蹲点，实地触摸园区改革发展的澎湃
脉搏，感受园区在加快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用融
媒体报道展示百日大行动中园区的感人事迹、动人精神、发展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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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期）施工现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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