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部门现场办公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疏堵点让“慢牛”迈开步
本报洋浦7月1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项目因设计进
度缓慢造成工期滞后、项目征地因坟
墓搬迁而受阻……面对重点项目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堵点问题，7月
1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主动来到重点项目工地，听取
企业的诉求，承诺做好跟踪服务，确
保项目早日开工、如期完工，全力推
进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洋浦国际海产品及冻品物流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2亿元，是洋浦打造
冷链物流产业的重要项目，由于对设
计进行新的规划调整，该项目设计进
度缓慢、工期滞后。针对这一问题，
洋浦经发、规划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现
场表示，将马上与设计单位对接，加
快设计进度，同时要求建设方增强紧
迫感，严格按照293天的工期有序推
进项目建设。

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及配套
设施项目一期存在征地搬迁、青苗
赔偿、坟墓迁移等前期难点问题，项
目建设推进缓慢。对此，洋浦三都
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现场答复，将
加强与群众沟通交流，在保证群众
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同时，确保项目
用地如期供应。

疏港大道二期项目是洋浦西部
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建设的重点项

目之一，总投资9.1亿元，道路全长
8.79公里，计划2021年9月完工。该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洋浦集疏
运体系，实现进出港货物在洋浦和全
省范围内畅通。但由于天然气管道
施工影响、资金支付缓慢等原因，该
项目施工进度缓慢。洋浦三都区办
事处和市政管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抓紧研究，尽快拿出解决
方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三亚7月1日电（记者梁君
穷）6月30日下午，三亚首个电商直
播基地落户三亚市互联网双创中
心。该基地由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星芒互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

该电商直播基地将建设三亚直
播选品中心，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吸引

入驻供应商企业500余家，直播销售
优质产品超1万种，实现年直播带货
金额1亿至2亿元。此外，该电商直
播基地计划今年底举办首届三亚国
际电商直播节。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直播电商这一
新兴的商业模式已成为城市发展、企
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该集团将以此

次电商直播基地落户为契机，搭建销
售平台，让本地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
钱，推动三亚融媒产业与电商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落户仪式上，京润珍珠、品香园、
爱上山文旅小镇、趣掰全球、蒲墅等
海南本土企业与该电商直播基地签
订合作意向协议。

据了解，该电商直播基地由3家

分别在全媒体传播、移动视频、网红
孵化运营等方面具有行业优势的企
业联合打造，旨在发挥各自优势，围
绕三亚特色旅游业、特色农业、跨境
电商、食品加工等领域，整合三亚及
岛内优势产业，联动网络营销人才及
电商直播企业，搭建电商新平台，孵
化三亚本地网络红人，推动三亚电商
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澄迈加快推进
5G网络建设
今年计划建86个5G基站

本报金江7月1日电（记者余小
艳）海南日报记者7月1日从澄迈县
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获悉，今年
澄迈县通信运营商计划投资4800万
元，在该县金江镇、老城镇、老城经济
开发区等服务区域建设86个 5G基
站，实现5G网络在重点区域的基本
应用。截至6月底，已建成并开通5G
基站30个。

近年来，澄迈多措并举加快以
5G基站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6月初，澄迈印发《澄迈县
加快5G网络建设和保障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公共设
施资源无条件免费开放，加快5G网
络建设步伐。与此同时，为超常规推
进5G网络建设，澄迈县工业信息化
和科学技术局通过现场协调、定期召
开月例会等多种形式攻克难点问
题。一方面，制定并发布《2020年澄
迈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为通信光缆、路由敷设、移动基站选
址等提供便利和保障；另一方面明确
基础设施建设职责和分工，联动相关
部门、乡镇形成工作合力，解决5G基
站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首个电商直播基地落户

搭平台让农货“网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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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南渡江引水工程
龙塘右泵站试通水

7月1日，由葛洲坝（海口）引
水工程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海口
南渡江引水工程龙塘右泵站试通
水。该泵站将为海口市云龙产业
园和江东新区提供工业用水。

南渡江引水工程东部供水线
路龙塘右泵站系海口南渡江引水
工程东部城市供水工程的起点，
主要包含引水渠、前池、进水间、
主机间及主机间上下游两侧的安
装间、副厂房6部分。该泵站设计
取水能力 3.06m3/s，设计扬程
40.17米。

本报记者 孙慧/文
本报记者 袁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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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本报海口7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贺立樊）7月1日上午，由海航集团党委、海航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南国都市报协办的“最美海航
奋斗者”评选活动，评选出36名“最美海航奋斗
者”。他们之中，有默默耕耘的基层员工，有技艺精
湛的一线工人，也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这些“最
美海航奋斗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用
奋斗生动诠释时代精神。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从一家地方航空
公司，发展为大型跨国企业，海航集团用27年的
不懈奋斗，抒写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篇章。今年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之年，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新
时期海航集团干部员工的模范榜样，2020年3月
17日，由海航集团党委、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南国都市报协办的“最美海航奋斗者”评选活动正
式启动。

海航集团总部、航空集团和各事业部经过层
层推选，产生130名推荐人选。经过初步筛选，从
5月下旬开始，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记者采访报道了72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在公众
投票环节，72名候选人累计收到投票106.04万张，
公众投票期间此次活动投票页面总访问量达664
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72名候选人的基础上，活动执行委员会对
候选人逐一进行评议，评选出丁华荣、马剑波、张
健等36名“最美海航奋斗者”，入选人员覆盖了海
航集团重要企业和核心岗位。他们具有优秀的工
作业绩和感人的奋斗事迹，体现了海航人勤于学
习、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奋斗精神。

海航集团党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一位参与
此次评选的海航人，都在奋斗中收获成长，用辛勤
汗水为海航集团发展贡献力量。他们镌刻在时光
中的奋斗故事，令人感动。

“最美海航奋斗者”评选结果出炉

36名海航人
诠释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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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万宁大唐气电项目1号机组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本报万城 7 月 1 日电 （记者袁宇）7 月 1
日，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
点，该项目1号机组锅炉安装火热进行中，这标
志着1号机组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在项目施工现场，各片区施工作业有条不
紊，施工运输车、挖机等来回穿梭，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该项目主厂房主体结构的基础施工于
6月 25日完成，1号余热锅炉基础施工于 6月
28日完成，1号锅炉于6月30日顺利吊装第一
根钢架。

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月24日该
项目复工以来，参建人员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根据
施工现场实际情况重新排定工期，确保安全文明
施工的同时，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施工任务。

据介绍，该项目施工人员最多时超过400
人。为做好施工保障工作，施工方强化饮用水
管理与用电安全管理，积极筹备防疫用品、防暑
降温用品。

据介绍，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2018年
8月24日签约，总投资约25亿元。该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改变我省东部地区电网空间安全保
障缺乏支撑的局面，有效提高万宁市的供电可
靠性。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7月1日9时许，位于东方市临港
产业园区内的海南华盛聚碳酸酯项目
工地，随着1000吨履带式起重机缓缓
启动，高57米、重达520吨的碳酸苯
甲酯反应塔稳稳地立在水泥基座上，
旁边的工人迅速上前拧上螺丝。

“碳酸苯甲酯反应塔是整个聚碳
酸酯项目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单体
设备，该塔成功吊装，标志着项目主体
结构工程施工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

段，为今年底项目竣工投产打下了坚
实基础。”项目施工单位中石化第十建
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春鹏说。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除了碳酸苯甲酯反应塔吊装完成，
旁边的另一个反应塔正在进行作业平
台、梯子、管线等附件安装及塔体防腐
保温施工，预计7月5日可进行吊装。

据了解，海南华盛聚碳酸酯项目
（一期）是我省重点项目，由海南华盛
集团全资子公司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占地面积

822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年产22.4
万吨碳酸二苯酯装置、26万吨聚碳酸
酯装置、24万吨双酚A装置、10万吨
碳酸二甲酯装置及相关配套设施，总
建筑面积11.38万平方米，总投资45
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完成投
资21.48亿元，预计到今年底可完成
投资28亿元。该项目于2018年 12
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建成投产。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亿
元，每亩土地投资额547万元，每亩土
地年产值851万元，经济效益好。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姚光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聚碳酸酯
项目是海南华盛集团主动进行产业和产
品结构调整，实现由传统建材产业向现代
高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投资战

略。项目工地今年2月20日复工后，在
东方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采
取超常规措施，通过提升施工工艺和优化
施工组织，让所有作业面同时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多达1500多人。

“通过抢工期、追进度，到6月底，
项目土建结构工程和地下管网工程已
全部完工，项目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阶
段。”姚光前介绍，海南华盛聚碳酸酯项
目（一期）材料及设备采购已完成92%，
力争在11月30日前完成机械竣工，为
今年底项目建成投产夯实基础。

姚光前表示，随着《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海南迎来新
一轮的投资建设热潮，为此，该公司正
在积极规划项目二期及配套上下游产
品一体化装置建设。未来5年内，公

司将依托海南油气资源优势、自贸港
政策优势和八所港口码头优势，坚持
产业配套协同、产品绿色高端的发展
思路，计划投资130亿元，打造华盛新
材料科技园，形成年产值200亿元、引
进1000名岛内外高学历人才、创造
3000多个就业岗位的发展规模，成为
东方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我省高新
材料产业发展的典范。

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局长蒙
勇介绍，最近，东方积极开展推进自贸
港建设“双抢”（把工业投资抢回来、把
工业增长抢回来）活动，主动对接服务
企业，为企业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市27家
重点工业企业均已恢复100%产能。

（本报八所7月1日电）

重点园区

华盛聚碳酸酯项目反应塔成功吊装
该项目一期预计今年底建成投产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詹君峰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今年
4月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公共工程和
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后，6月中旬，省审
计厅召开全省审计系统公共工程和土
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工作动员部署暨
培训视频会议，围绕《意见》提出的具
体要求，抓工作落实。

作为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的
监督部门之一，审计机构在跟踪监督
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监督职责

包括依据年度审计计划依法对公共工
程和土地出让项目开展审计监督；对
列入年度跟踪监督任务计划的公共工
程和土地出让项目，制定跟踪审计实
施方案，开展专项审计等。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意见》的
贯彻落实专访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
长刘劲松，她表示，省审计厅将切实履
行审计职责，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开
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工作的决策部署，帮助各级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管好钱、用好权，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审计机关是政治机关，是党
的工作部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在自贸港建设加速的大背景下，
省审计厅党组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迅速采取行动，围绕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工
作重心，将公共投资审计确定为今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刘劲松表示，《意
见》以促进廉洁为目标，要求把监督关
口前移，侧重日常监督、过程监督，突
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这就要求审
计机关坚持正确理念，转变审计职能。

对此，省审计厅党组根据审计署
的部署，推动投资审计“三个转变”，即

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从单一
工程造价审计向全面投资审计转变，
从传统投资审计向现代投资审计转
变，将审计监督环节从事后转向投资
项目全过程，将着力点从项目参建单
位向业主单位和主管部门聚焦，紧盯
项目规划、投资审批、融资信贷、用地
用能、环境评价、工程招投标等方面，
压实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促进
有效投资落地，提高投资绩效。

刘劲松表示，省审计厅将通过构
建全省审计“一盘棋”，构建国家审计、
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分工协作的工作
机制，构建审计与纪委监委、巡视巡察
及行业主管部门等各类监督力量协作
配合的工作机制，统筹各级各类审计

力量，同各类责任主体融为一体，形成
监督合力，着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全覆盖、无盲点的审计监督网络体
系，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我们还将通过不断创新审计技
术方法，如运用大数据技术等，进一步
提高审计的效率和准确率，同时强化
技能培训，培养审计精兵。”刘劲松介
绍，按照《意见》要求，省审计厅将进一
步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案件线索
移送制度、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落实

“三个区分”要求等，通过用好一个审
计点的成果，实现震慑一个面的监督
效果，最大限度遏制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腐败问题。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履行审计职责，落实好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部署安排

省审计厅：为自贸港建设管好权钱事
关注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郑立）6月30日下午，海马集团庆祝建党99周年
暨第四届创新表彰大会在海口和郑州两地同步举
行。10年来，海马集团累计颁发创新奖金和项目
奖金5500万元。

海马创新奖每3年颁一次，是该企业创新领
域的最高荣誉。本届海马创新奖评选历时近3个
月，从海马集团四大板块20个创新团队及个人申
报项目中选出，共评出科技创新团队二等奖1个、
三等奖2个，科技创新个人二等奖2个，管理创新
团队二等奖1个。

去年，海马8S1.6TGDI发动机斩获“‘中国
心’2019年度十佳发动机”荣誉。这也是海马发
动机团队历时1400多个日日夜夜打造出的成果。

“1.6TGDI发动机采用了增压直喷、双VVT、
集成排气歧管等10余项先进技术。”海马汽车
YG116发动机开发项目负责人颜景操说，该发动
机共计申请专利18项，涉及发动机进气燃烧、冷却
润滑等各个核心环节。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而整车控制器就是大
脑。用软件定义汽车，正是海马集团乔慧敏博士
的研究方向。作为海马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的学科
带头人，乔慧敏主导研发的第四代整车控制器，精
度大于99%，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她因此获得了
海马科技创新个人奖二等奖。

海马集团负责人表示，作为海南民企，海马要
想长期发展，就要打造创新环境、重用创新人才、
重奖创新成果。海马自2011年设立海马创新奖
以来，累计表彰38项成果、20个创新团队，累计
发放创新奖金1000万元；加上项目奖，奖金累计
达5500万元。

海马集团重奖创新团队和个人

10年来发放
创新奖金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