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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7月7日，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的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厂房里，工人们
把一根根钢筋摆上台面，按图纸要求
拧好加固，再浇筑混凝土，等候晾晒
凝固，一个楼板构件就已制成。这个
厂房生产用于建筑行业的叠合板、内
墙、外墙、阳台、楼梯、空调板等预制
构件。

装配式建筑，被比喻为“像搭积
木一样盖房子”，是将建筑的部分或
全部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再运输到
施工现场，通过拼接、浇筑等方式组
装成一栋栋房子。

与传统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

筑可以减少施工现场的和泥、抹灰、砌
墙等工序，减少大量木模的投入，避免
产生大量建筑垃圾，这是一种绿色低
碳、高效的新型建筑方式。

7月7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高
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施工现场，
59栋在建别墅已具雏形。这59栋别
墅的楼梯板、阳台、围墙板、大门等部
件都是提前在工厂制作完成的预制
构件。

“如果是传统的建造方式，需要
现场用混凝土浇筑，现在我们先在工
厂把部分构件提前预制，然后再运过
来直接安装。”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
安置点项目生产总监吴良仁介绍，该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比传
统建造方式节省了不少时间。

“推广装配式建筑是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推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但能提升
建筑质量，而且节地、节材、降耗减排
等绿色效益明显。”省住建厅副厅长刘
联伟说，装配式建筑方式不仅提高施
工效率，提升建筑质量，还大幅降低施
工作业空间要求，避免施工现场粉尘、
泥浆等的污染，实现绿色施工。

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也可节
省大量劳动力，是未来建筑行业发
展的趋势。以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
安置点项目为例，整个项目（含预制
构件的工厂）建筑面积13912.2平方
米，但仅有112名工人。

近年来，装配式建筑在我省将迎
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2017年我省

出台政策支持推广装配式建筑以来，
不少企业抢滩海南布局，设立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

“海南支持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发
展，我们看好海南市场，在儋州建了厂
房，主要从事装配式建筑生产。”海南
创蓝易筑装配式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尹长城介绍，目前该公司已在海
南、河北等省份设立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承接装配式预制构件业务。

本地建筑企业也看好装配式建
筑发展机遇。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
司是一家本土民营建筑企业，在我省
承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飞机库、航站楼等上百个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最近，该公司与新
西兰一家企业合作建设一座装配式

结构酒店，成为我省首家走出国门的
装配式建筑企业。

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2018年
我省有关单位成立装配式建筑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搭建平台，让相关企
业在研发、设计、施工、制造、开发等
领域进行联合创新，助推我省装配
式建筑产业发展。

近日，我省又推出“装配式建筑
十三条”措施，从产能布局、科技创
新引导、容积率奖励、监督与问责等
方面，解决制约装配式建筑市场发
展的问题，争取到2022年，各市县
年度商品住宅实施项目中，采用装
配式建筑方式建造的项目比例不低
于80%。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我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降低建筑能耗、提高施工效率

流水线预制构件 盖房子像搭积木
据统计
目前我省已投产的预制构件生产基地共9个
其中PC构件生产基地5个、钢构件生产基地4个
还有4个在建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王迪妮

“女士您的冰摇桃桃乌龙茶好
了，吸管请旁边取。”“这个吸管是
纸的呀！”7月 6日，位于海口市国
兴大道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内，前
来购买饮料的市民李忆发现，店内
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绿色吸管
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浅褐色
的纸质吸管。

“从去年底开始，我们开始使用
更环保的、可降解的纸吸管来代替塑
料吸管，同时确保纸吸管完全符合食
品接触材料的国家标准，顾客可以放

心使用。”对此，星巴克客服人员解释
说，试点停止提供塑料吸管，提供材
质更环保的纸质吸管，是为了践行

“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除了街边餐饮店，目前我省部分

单位食堂、商超、景区景点、医院、学
校等重点行业和场所也已率先开展

“禁塑”工作，逐步拒绝“白色污染”，
使用或出售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试点实施‘禁塑’行动后，我们
打包的餐盒、包装的袋子都换成了全
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来用餐、取餐的
职工很支持。”省直机关海府食堂经
理林芬介绍说。

今年3月，我省发布《海南省禁
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以下简称
《目录》），《目录》从今年12月1日起
实施。《目录》初步将塑料膜袋、餐具
等2大类及若干小类的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塑”范围，以
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禁止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种类。

除了开展试点、完善顶层设计以
外，我省还从制定相应地方标准、建
设信息平台等方面推进“禁塑”工
作。“目前已完成海南省‘禁塑’工作

管理平台研发，并正式启动运行。将
进入我省市场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生产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纳入平
台，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推动市场监
管执法信息化。”日前，在一次媒体见
面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孔令辉
介绍说。

“禁塑”后替代产品是否跟得
上？这是广受关注的问题。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全省已有海南赛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海南绿袋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创佳达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等企
业，形成全生物降解袋类制品产能约

6000吨/年，预计今年底前全省可形
成全生物降解袋类制品产能3万吨/
年以上。

目前，新引进的深圳裕同3.6万
吨/年植物纤维餐具项目和中科院理
化所3万吨/年全生物降解塑料改性
料及膜袋制品项目已落户海口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日将动工建
设；属于全生物降解塑料上游板块的
6万吨/年PBST项目已选址洋浦经
济开发区，这也标志着我省在推进全
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方
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我省稳步推进“禁塑”工作，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拒绝白色污染 开启绿色生活

《科学》期刊发表海大团队文章
《全球最濒危灵长类恢复希望》

本报海口 7月 7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李布明）日前，海南大
学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恢复
创新团队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动物
研究所、IUCN 灵长类小猿专家组
（SSA） 合 作 成 果 《Recovery
hopes for the world’s rarest
primate（全球最濒危灵长类恢复希
望）》，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
（《科学》）在线发表。

该篇文章以海南大学博士刘辉
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总结了我
国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取得的突出
成效，并提出了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背景下该物种的保护管
理建议。

近年来，海南大学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海南长臂猿、
海南坡鹿、海南山鹧鸪等野生动物研
究，形成了国内独具特色的热带林
业、热带雨林生态、热带生态旅游等
专业和研究方向，助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和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三亚首单跨境金融区块链
出口融资业务成功办理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张瑶）近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三亚市中心支局的
指导下，中国建设银行三亚分行依托跨境金融区
块链服务平台，成功为三亚一家进出口企业办理
金额为155万元的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该笔
业务是三亚市首笔依托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开展
的融资业务，为涉外企业跨境资金的使用提供了
便利，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效率。

本次融资的申请主体是一家专门从事水产品
出口的中小企业，中国建设银行三亚分行依托跨
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结合建行独有的大数据
创新金融产品，根据水产品出口企业的经营需求
和出口特点，为该企业提供了两笔总金额155万
元的出口应收账款融资，有效帮助该企业解决了
融资难的问题，优化了营商环境。

据了解，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是国家外
汇管理局创新应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的跨银行的区
块链生态系统，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区块链应
用。该平台首期推出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和“企业跨境信用信息授权查证”两大应用场景，
实现了报关单自动核验、融资余额自动计算，大幅
提升了企业融资效率，有效控制了重复融资风险，
为银行审核融资业务的贸易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
参考依据。

7月6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园区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一艘货轮正在装卸货物。近年来，洋浦坚持集约、集
群、环保、园区化、高技术的发展方向，推动石化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文/图洋浦：码头作业忙

南航海南分公司与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博鳌7月7日电（记者尤梦瑜 王玉洁
通讯员李红波）7月7日上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在
琼海市博鳌镇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
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加强资源共享，履行好驻琼
央企的责任担当，助力海南航空、旅游产业发展，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据了解，南航海南分公司成立于1992年，当
前执管飞机36架，海南始发航线达61条，通达国
内外35个城市。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隶属于
中远海运集团，19年来根植海南，积极服务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

洋浦组建优化营商环境团队

服务专员 解惑又解难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如果要进口冻品，先要查询海关总署网站上
已备案的国家或地区，只能从已备案的国家或地
区进口冻品，这是硬性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监管办法》，对鼓励
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有进口料
件在洋浦保税港区加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出
区进入境内区外区域销售时免征进口关税。”7月
6日，洋浦港海关工作人员刘子君向想要入驻洋
浦保税港区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张瑛珑介绍海南自
贸港政策，并解答了产品准入、关税等方面问题。

“之前，对这些政策不太了解。这里的工作人
员很耐心，听完解答，来洋浦发展业务的信心更足
了。”张瑛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所在的海南龙
门激浪旅游公司打算开展冻品进出口业务，目前
正在办理扩大企业经营范围的相关手续。

刘子君是洋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小组成员之
一，主要负责给前来咨询的企业相关负责人答疑
解惑，带领企业相关负责人参观洋浦保税港区和
码头配套设施。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今年6月，洋浦经
济开发区从海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部门
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了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营商
环境服务团队，从入园审批、选址服务、注册登记、
税务办理、后续保障等环节为投资者或企业兴办
人提供服务。

“根据步骤，您须先在‘海南e登记’平台上进
行企业名称核准。”7月2日上午，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李兰芳在电脑前指导客商徐志伟办理企业登
记注册业务。几分钟后，徐志伟就收到了企业名
称核准通过的回复。随后，在李兰芳的引导下，徐
志伟来到位于同一栋楼内的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
申请办公地址。

为了简化企业开办手续，洋浦出台新规：从今
年6月起，在洋浦保税港区新注册的企业可通过
网络申请虚拟地址进行注册登记。“虚拟地址可用
于成立新公司及办理企业地址变更业务等，节省
企业开办费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李兰芳说。

“真的没想到，企业注册业务一天就办结了，
效率非常高。”徐志伟笑着说，他已在洋浦保税港
区注册鸿俊智达（海南）商贸有限公司和鸿俊智达
（海南）物流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注册成功后，
将尽快入驻保税港区开展业务，发展商贸、物流等
现代服务业。

“洋浦保税港区是海南自贸港的先行区，发展
潜力大，我们很愿意来投资。”徐志伟说，洋浦有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企业
注册申报，让他感到心里暖暖的。

最近，洋浦税务局组建了8个税企微信群，为
纳税人答疑解惑。“回复很快，问题也很快得到解
决。”海南易顺达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金茂春在
税企微信群提出关于发票增量申请流程的问题
后，洋浦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他询问具
体情况，给他讲解了具体的申请流程。

（本报洋浦7月7日电）

今年以来，我省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的项目面积已达32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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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省通过评审确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的项目面积达82万平方米
2019年我省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的项目面积超过43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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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焕智）7月 7日 8时 13
分，一架“奖状560”校验飞机顺利完
成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投产校验的最后
一项科目，平稳降落在美兰机场二期
进场30号远机位，这标志着海口美兰
机场二期扩建项目的通信、导航台以
及飞行程序、助航灯光、盲降系统等导
航设备及系统达到民航行业标准，为
项目按计划开展后续试飞工作及年内
具备通航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自6月1日开始校飞以来，共历时37
天，累计校飞17天、合计83个小时，
对美兰机场二期所有投产科目进行详
细全面的飞行校验工作，主要包括：
10跑道的3类仪表着陆系统，28跑道

的1类仪表着陆系统；东木栏导航台、
南盈滨导航台、文昌导航台、10跑道
内指点标；10和28跑道的灯光系统；
飞行程序等。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指挥部常
务副总指挥王俊山说，此次校飞克服了
诸多困难，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在规
模和功能上相当于新机场，科目多、设
备多，而新机场的投产校验是所有校飞
类型中最复杂、耗时最长的类型；同时
新老机场也需融合协调，也要对美兰机
场老跑道的设备和程序进行校验。

此外，受海南复杂的空域环境、多
发的强对流降雨天气和高温天气影
响，有效飞行时间大幅减少；还需要在
校飞过程中不断改善新跑道周边的电
磁、场地、GPS信号干扰等环境条件。

据悉，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近
日好消息不断，6月30日该项目主体
工程完工，此次校飞圆满成功，也标志
着美兰机场二期已经具备民航客机飞
行保障条件。该项目计划在8月初开
展试飞，目前项目指挥部已与南方航
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商定分别租用
空客A380、波音737-800两架民航
客机进行试飞，这将是海南首次迎来
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空客A380。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建成投用
后，美兰机场将形成南北双跑道运行
格局，实现航空、环岛高铁、城际轨道
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便
捷转换，成为海南自贸港对外经贸交
流的重要门户，助力海南加快自由贸
易港建设进程。

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校飞成功，计划8月开展客机试飞

海南将首次迎来世界最大民航客机

7月6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图为该项目T2
航站楼内景。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黄裕光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