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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线看“超常规”

落实超常规举措 体现自贸港速度 5月24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24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
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

截至5月24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9例，其中境外输入 1
例。现住院病例1例（境外输入），死亡病例6例，
出院病例162例。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785人，已
解除医学观察6713人，尚有72人正在接受集中
医学观察。

截至5月24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4例，当日新增转为确诊0例，
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累计解除隔离31
例，尚在医学观察3例（3例湖北输入）。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通讯员 林鸿冠

5月22日下午，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及炼油改
扩建项目配套码头，工程车往来不
停，海面上的抛石船也在加紧作业。

“到今天，防浪堤的引堤填海施工已
有180米，完成整个码头总工程量的
4.7%左右。”乙烯项目管理部码头项
目分部经理李文星说，施工方除了投
入150台工程车运输石头外，还投入
两艘抛石船，以加快抛石填海进度。

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配套码
头工程共建4个泊位，包括1个5万
吨级LPG（液化石油气）泊位、2个2
万吨级液体化学品泊位、1个3万吨
级件杂货泊位。建成后年吞吐量可
达508.13万吨，泊位设计通过能力
为每年556.33万吨。

与此同时，乙烯项目的施工进度
也在加快。海南日报记者在该项目
施工现场看到，地基静载试压和地基
贯入试验检测工作已进入尾声，工人
们正在进行围墙施工。

近年来，洋浦依托区位优势和产
业规划，以海南炼化为龙头，发展石
化主导产业，通过招商引资，推进一
批石化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壮大

石化产业链，形成“油头化尾”的产业
布局，全力把石化产业打造成为海南
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9年11月18日，在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活动洋浦分会场，洋浦接
连签下3个石化产业链项目，其中海
南逸盛PTA二期项目总投资45亿
元，将建设 250 万吨 PTA、50万吨
PET，设计年产值约160亿元；作为
乙烯下游产业的碳五碳九项目，总投
资12.16亿元，建设8万吨碳五分离、
6万吨碳九分离等装置；60万吨甲醇
碳四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6.06亿
元，建设45万吨甲醇制丙烯、15万吨
气分单元等装置。

今年4月13日，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洋浦
分会场，洋浦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共
20个，涵盖了海洋油气产业、高端制
造业、智能装备、港航物流等主导产
业。这些石化产业相关项目的落地，
进一步为洋浦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奠
定坚实基础。

在海南炼化2006年投产后，先后
有汉地阳光、汇智石化、逸盛石化、凯
美特气体等6家下游产品企业来洋浦
落地。随后中石化（香港）公司、国投
孚宝、华信石油、山东高速海南石化等
企业相续进驻，形成洋浦石化功能
区。目前，洋浦的石化产业已形成了
炼油、乙烯和芳烃三大块产业布局。

海南炼化发展与计划部副经理
张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19年海
南炼化的产值达494亿元，今年随着
汉地流体材料20万吨医药食品级白
油和150万吨D系列环保型溶剂油
项目、逸盛石化50万吨PET项目等
石化产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将形成
巨大产能，预计洋浦石化产业总产值
将突破1000亿元，成为海南首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

洋浦投资促进局局长张勇军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项目的落地，
对于洋浦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升抗
风险能力，增加发展新动能，乃至对于
洋浦助力自贸港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本报洋浦5月25日电）

洋浦不断延伸产业链，推进一批石化产业项目落地建设

“油头化尾”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分享扶贫经验

小小椰壳为残疾人
“撑起一片天”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5月25
日晚上播出的第18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邀请到海南省小椰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符冬
波，作为主讲嘉宾和大家分享他带动残疾贫困群
众依靠双手脱贫致富的做法。

位于万宁市的海南省小椰壳实业有限公
司，工厂里大部分的员工都是残疾人、贫困户和
下岗工人。在这里，这些残疾员工可以学习到
椰壳加工技术，靠自己的双手获得一份收入，脱
贫致富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符冬波说，公司
成立之初，在选择员工的时候，他由自身曾经的
下岗经历联想到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一份工作
的渴求，因此，他在招募员工的时候优先考虑了
这一部分人。

“公司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也获得了不少
的奖项，但我最开心的还是这些员工一路走来精神
面貌的改变。”符冬波说，对于这些员工来说，这不
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们自力更生的途径、实现
价值的舞台。看到大家每天都带着良好的状态在
为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奋斗，符冬波觉得很满足。他
表示，公司一定会响应国家号召，为海南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力量，为实现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海口市区幼儿园中班、
小班学生迎来返校日
651所幼儿园
5.3万名幼儿复学

本报海口 5月 25日讯 （记
者计思佳）继前两周海口乡镇幼
儿园、市区幼儿园大班学生分批
次开学后，5月 25日上午，海口
市区幼儿园中班、小班学生也迎
来返校复学日。至此，海口全市
经验收合格并开园的幼儿园达
到651所，返校儿童达5.3万人。

25 日上午 7 时 40 分，在海
南昌茂花园幼儿园门口，保安用
额温枪为家长和孩子测量体温，
并进行登记。紧接着，老师指导
学生用免洗洗手液进行消毒。
保健医生挨个给孩子检查手心、
口腔、身体，以确保他们患其他
传染性疾病。为防止家长在接
送孩子的时候形成人员聚集，该
园实行错峰、错时入园和离园。

海口各幼儿园还在上课、吃
饭、午睡等环节，多举措保证孩子
们孩子们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海口市2020年春季
学期幼儿园开学工作方案》安
排，通过验收、符合条件的幼儿
园才能开学，不符合开学复课条
件的，需将存在的问题整改完毕
并验收合格方可复课。

5月25日，琼海中兴幼儿园的幼师在指导小朋友们戴口罩。
琼海市幼儿园大班和特殊教育学校当天开园复学。开园前夕，有关部门组织20个检查验收小组对全市幼儿园和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春季学期开学检查验收，确保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有序开展，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104名海南援助湖北省洪湖市医疗队
队员被授予“洪湖市荣誉市民”称号

湖海相守
共谱抗疫赞歌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马珂）新冠肺炎
疫情中，在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告急之时，海南
援鄂医疗队星夜驰骋，成为第一支进驻洪湖市援
助的省外医疗队，助洪湖市转危为安。5月25
日，洪湖市市长沈先武一行来到海南，在海南省
人民医院慰问了当初援助洪湖的海南医疗队队
员，并授予104名海南医疗队队员“洪湖市荣誉
市民”称号。

沈先武说，当疫情威胁着洪湖市95万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和安全时，海南人民向洪湖市人
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与洪湖人民并肩作战，共同
击退了疫情，此次来到海南慰问并授予曾经援
助洪湖的海南医疗队队员“洪湖市荣誉市民”称
号是为表达感激之情。

据了解，1月29日至3月20日，由海南省人
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三亚市人
民医院、海南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和文昌市
人民医院等6家支援单位组成医疗队，作为外援
医疗队进驻洪湖市。在50余天里，海南医疗队完
成了支援洪湖市人民医院、全面接管洪湖市第四
人民医院的任务。海南医疗队先后在两家定点收
治医院管理患者273人，治愈患者197人。3月
15日，海南医疗队接管的洪湖市血防医院彻底

“清零”。
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姜鸿彦表示，海南与洪

湖医护人员白衣执甲，组成“新洪湖赤卫队”，在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共同谱写了一曲携手共进、共克
时艰的英雄赞歌。湖海相望，阻隔不了“洪湖精
神”与“椰树精神”相互促进、发展融合的步伐，也
阻隔不了琼鄂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海南省人民
医院希望与洪湖市各医疗机构在今后能进一步开
展交流与合作。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今年2月，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普外科医生丘晓林随海南第六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出发前，其与
女友小杨在海口美兰机场拥抱惜别的
一幕被镜头捕捉，温馨的画面，真挚的
情感，令网友感动不已。

5月21日，凯旋的丘晓林与女友
正式领证结婚，并许下承诺：“亲爱的，

跟我一起回到家乡三亚，与全国战疫
英雄新人共同举行一场盛大婚礼，让
蓝天碧海为我们的爱情见证吧！”

丘晓林与小杨都是土生土长的海
南人，因为都是“90后”，又在同一家
医院工作，工作生活中有太多相似之
处，常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便逐渐走
到一起。

今年1月底，丘晓林刚回到三亚，
准备与家人团聚过年，突然收到海南

组织医护人员支援湖北一线的通知，
毅然决然报名参加。

丘晓林出发前，小杨虽然不舍，依
然给予极大鼓励和支持，并发挥巧思，
亲手为丘晓林画了一张创意动漫人物

“护身符”，上面写着“战疫必胜”，并配
上了拟人化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图案，以及“叮当猫”“比卡丘”“小火
龙”等卡通形象。“看到这幅‘护身符’
画，深受鼓舞，是爱人支持给予我逆行
出征的无限动力，让我顶住巨大压力，
坚守一线抗击疫情。”丘晓林说。

到武汉后，丘晓林被安排在武汉

协和医院西院九病区，主要负责武汉
市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工作期间，
丘晓林不仅要负责查看病患病情、了
解治疗需求、帮助患者换药、查看抽血
结果以及肺部改善情况等工作，还要
安慰、疏导病人，通过心理治疗等方式
让病患尽快恢复身心健康。

驰援武汉期间，因为经常值夜班，
工作压力大，丘晓林睡眠质量一直不
太好，小杨知道后，每天都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耐心地倾听丘晓林的烦
恼，为他排解压力。

“爱人每天都会关心我、问候我，

听我吐苦水，每次通完话心里便舒服
多了。”丘晓林说，最令他感动的是，他
从武汉回到海南后，小杨还亲手用陶
泥制作了一个他身着工作服的模型，
欢迎他凯旋。

“是爱人在生活点滴中的关心和
支持，给了我无限动力。三亚将在6
月举办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我想
带她回到家乡，面向碧海蓝天，在与全
国抗疫战友的见证下，对她说出爱的
誓言，这将成为我们一段难忘的回
忆。”丘晓林说。

（本报三亚5月25日电）

海南支援武汉一线医生丘晓林许诺带妻子回三亚参加集体婚礼

面对家乡碧海蓝天 大声说出爱的誓言

中国邮政“海口-南京”
全货机专线开通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陈佳佳）5月 25日晚，一架载满新鲜荔枝、龙
眼等海南热带水果的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波音737飞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标志
着中国邮政自主航空网“海口-南京”航线正式
开通，这也是首条从我省出发的邮政航空专线。

据了解“海口-南京”航线目前为旺季包机，
每周7班，日执行1班。该航线的开通，将在海
南与全国25个省份200个城市之间搭建起空中
通道，大幅提升邮政快递邮件的时限水平和服务
质量，实现海南寄往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长
三角地区和各省省会共42个重点城市的快递邮
件“次日递”，其他158个城市实现“隔日递”，为
海南民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快递服务，助推海
南热带特色农特产品高效出岛，提升海南货品在
全国的竞争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我相信每一个努力奋进的人都
有梦想，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养猪大
户。”5月25日，在琼海市龙江镇深造
村长久村民小组，靠养猪脱贫的脱贫
户吴仕锋满脸自信地跟海南日报记者
讲述他的脱贫过程。

吴仕锋因家人生病和缺乏劳动力
致贫，2014年6月，被龙江镇政府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针对性地为他

“量身制定”帮扶措施——帮助他申请
生活补助、危房改造、免费纳入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帮扶措施让
吴仕锋的家境渐渐有了起色，他本人

脱贫致富的信心也建立起来。
“我当时是看到猪肉市场价格较

好，所以想发展养猪产业。”吴仕锋回
忆道。2016年，琼海市烟草公司作为
帮扶单位，给他帮扶了23头猪苗，镇
委、镇政府帮扶了8头母猪仔，同时，他
利用帮扶资金，自己购买了11头猪苗。

在刚开始养猪的时候，吴仕锋没
有技术，没有经验。为此，他努力克服
自己文化水平低等困难，积极参加政
府组织的培训班，向养猪能人请教，勤
学养殖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年底，
吴仕锋养的猪出栏22头，纯利润2.1万
余元。经过3年多的发展，2019年底，

他养猪的纯利润已达到20多万元。
吴仕锋的脱贫，是深造村81户

346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谋求脱贫致富
的一个缩影。深造村作为“十三五”贫
困村，全村有1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507户2310人，在未完成整村推进前
贫困率达到14.9%。2015年以来，琼
海市委组织部、海南银行琼海分行、琼
海市烟草公司等单位先后派遣驻村第
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入村帮
扶。在各方的帮扶下，深造村于2019
年实现整村脱贫。

“产业扶贫是造血扶贫的关键。”深
造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俊玮说，除了帮助
吴仕锋养猪脱贫，村里还成立了养猪专

业合作社，总养殖规模近1800头。
为了丰富产业发展的多样性，乡

村振兴工作队多次组织村里干部、群
众外出考察文昌鸡养殖、南药种植、水
果种植、菌类培植、沉香树种植等产
业。2019年下半年，该村成立了以村
集体为股东的农业发展公司，与扶贫
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丛林鸡”养殖项
目，首期已建成10个鸡舍，鸡苗已全
部入栏，年养殖规模达7万只，可提供
5个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也意识
到，整村脱贫不仅产业要立起来，给村
民“私人定制”合适的脱贫路径同样重
要。2019年，乡村振兴工作队邀请了
专业机构入村开办月嫂培训班。脱贫
户王芳文勤劳心细，在培训合格之后就
外出务工，如今月收入可达1.28万元。

不仅如此，截至2019年年底，深造
村15户四类重点人群按期完成危房改
造，在年末前住上安全住房；全村所有
建档立卡脱贫户，全部落实“吃穿两不
愁”，住房、医疗、教育、饮水有保障。同
时，深造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愈发完
善，2019年新建和扩建道路5条，修建
提水站一座，铺设灌溉管道5公里，安装
路灯165盏，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陈俊玮介绍，接下来，深造村将统
筹好现有生猪养殖基地、文昌鸡养殖
基地的发展，争取尽快获得规模化收
益，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并结合村所处区域环境特点，尝试发
展高品质的果蔬种植等产业，及适合
本地环境的南药种植等林下经济产
业，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本报嘉积5月25日电）

琼海市深造村以产业打通脱贫路

“深造”产业整村摘帽 脱贫致富继续“深造”

萌娃归园
平安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