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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新视界

据了解，近期洋浦利用保税港区
将率先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
创新管理制度，率先实施一系列有利
于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措施，从航运
服务、离岸贸易、保税维修和跨境电商
等方面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为建立自
贸港背景下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自由化
制度体系进行探索和积累经验。

除了继续实施“中国洋浦港”船籍
港登记政策外，洋浦还将利用运输来
往自由便利与贸易自由便利等政策，
促进航运要素集聚，拓展航运服务产

业链，推进航运保险、航运仲裁、海损
理算、航运交易、船舶融资租赁等高端
航运服务，打造现代国际航运服务平
台；建设国际航运补给服务中心、航运
融资中心和保税检测维修再制造基
地，重点发展保税油料物料供应、船舶
和大型设备融资租赁、船舶及海工设
备等保税检测维修再制造等业态。

利用财税、金融、外汇等开放政
策，引进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国内外
高水平离岸贸易企业开展全球化贸易
业务，建设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引进

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国内离岸贸易企
业入区开展全球化贸易业务。

利用入区检测维修产品“免检
验、免许可证件”等政策，谋划发展入
境保税高端检测维修和绿色智能再
制造产业。引进入境检测维修企业，
建设东南亚出口售后服务基地，开展
出口东南亚的货物售后入境保税检
测维修业务。

利用进口入区“不申报、无账
册”的监管政策，创新发展跨境电商
新业态。同时，结合跨境电商展示

交易开展“区外保税展示+跨境线上
交易或线下实体零售”新业态，将洋
浦打造为海南本地的高效跨境服务
贸易平台，形成产业聚集和贸易自
由便利化。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下半
年洋浦继续保持“快准实好”的良好作
风，一天当三天用，盯紧目标不动摇、
不放松，强化措施、补齐短板、抢抓进
度，顶住外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确保
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洋浦7月20日电）

出台措施 创新发展新业态

洋浦采取超常规举措，补齐短板、抢抓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当好“店小二”拼出“样板间”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在保税港区内的恒丰原料码头和
码头仓库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
在开展地基与打桩工作。据了解，原
料码头设计能力为5万吨，码头仓库
设计容量为30万吨，建成后将大大节
省原料与产品在进出口环节的运输成
本，同时为企业下一步发展粮食转口
贸易提供基础保障。

洋浦决定用半年的时间把保税港
区这壶水烧开，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样板间”。为此，洋浦集中精力，谋
划加快推进保税港区发展。

针对加工增值规则的适用，洋
浦梳理出冷链物流类、食品加工
类、箱包玉石类、游艇制造类、机器
设备类等 6 张进口料件清单，明确
近期重点打造粮油食品加工产业集
群，包括肉类、油脂、饲料等品类的
加工、分拨、冷链、交易；红酒、翡翠
等中高端消费品的分装、展示、交

易；跨境电商和分拨中心建设等三
类业态。

洋浦除了启动保税港区整体形
象提升工程外，对现有厂房、办公楼
立面进行统一提质改造，通过清理现
有闲置土地、厂房和楼宇等资源，积
极盘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推
进新标准厂房、保税仓等设施建设。

“我们力争9月底前建成4.6万平方
米的标准厂房6栋，明年3月底前建

成总面积10.7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和仓库各3栋。”洋浦控股副总经理
谭玉平说。

据了解，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洋
浦保税港区共对接企业168家。截
至目前，正在洽谈拟入驻企业75家，
其中加工（仓储）类38家，贸易类13
家，平台类8家，航运物流类14家，基
金类2家。

打好基础 推进保税港区发展

7月13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仪式洋
浦分会场，包括洋浦科创园项目（一
期）在内的1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涉及高端制造与研发、石油化工、港航
物流等多个重要产业领域。投资总额
超29亿元。

7月16日，洋浦经济开发区作风
办工作人员来到洋浦科创园项目用地
现场，督促指导新英湾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及时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碎石
机和制砖机移除。“将碎石场内的碎石
机和制砖机移除后，科创园项目便可
全面启动清表工作，为下一步施工队

进场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洋浦作风办
工作人员吴苑彬说。

据了解，洋浦科创园总投资 15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将建设
10万平方米集生产、科研、测试、办
公、交流、培训、园区配套服务为一体
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园区，建成后，将
有大批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产
业带动力强的高品质项目陆续落地
园区，将会有力地推进洋浦经济开发
区乃至海南自贸港科技和创新产业
的快速发展。

总投资 2.3 亿元的华金钢构二
期项目，占地100亩，建筑面积13.8

万平方米。通过采取超常规举措提
前开工，现在已全面进入屋面梁吊
装阶段。项目建成后，采用国内先
进的生产技术，可年产 6 万吨钢构
件，实现年产值 3 亿元，年均缴税
3000万元，能为当地解决300个人
的就业问题。“政府支持的力度大，
我们的项目进度就快。”海南华金钢
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云山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洋浦综治中心业务大楼也是10
个项目之一，项目开工以来，施工方大
力弘扬“快准实好”作风，用超常规的
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已进入

地下室基础施工阶段。“在保证安全和
质量的前提下，后续会逐步增加人员
还有机械设备。同时保障后勤材料的
供应，满足工期要求，确保在2021年
4月交付业主使用。”施工单位海南昌
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森弘
说。

洋浦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各部
门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用心用
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促进投资企业
和项目业主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高
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把每
一个项目都建成一流工程、样板工程，
争创自贸港建设新速度。

做好服务 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洋浦上半年发放各类
民生补贴超2876万元

本报洋浦7月20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润彩）洋浦经济开发区工
委管委会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今年上
半年发放各类民生补贴超2876万元，筑牢民生
兜底保障基础，不断增强开发区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归属感。

洋浦干冲区办事处海勤社区低保户吴木爱
早年和丈夫离异后，供养孩子上学的担子压在她
身上，而她是三级残疾人，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因此生活极度贫困。自从被纳入低保户后，吴木
爱每个月都能拿到1500元的低保补贴，加上亲
戚们的帮助，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在政府的关心下，我一个月能领到低保补
贴1500块钱，生活费用基本有了保障，小孩上学
免费，不用再担心生活的问题。”吴木爱说。

据统计，洋浦今年上半年发放各项民生补贴
共 2876.1 万元。其中发放失耕失渔大米补贴
1354.7 万元、低保补贴 151.8 万元、老龄补贴
1010.7 万元、高龄补贴 222.2 万元、其他补助
136.7万元，为开发区的困难群众提供了实实在在
的生活保障。

东盟—中国工商总会驻
海南办事处到洋浦寻合作

本报洋浦7月20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智）日前，东盟—中国工
商总会驻海南办事处主任杨永华一行受柬埔
寨普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来到洋浦经济
开发区洽谈东盟仓储物流园区项目合作相关
事宜。

据悉，洋浦目前有着很多便利的优惠政策，
企业可先注册公司，通过先开展贸易的形式，在
贸易过程中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杨永华建议
洋浦相关部门和企业考虑开通“洋浦—西港”的
航线，增强双方货物和资金往来，相信在海南自
贸港政策的扶持下，能够实现更加自由化、便利
化的贸易交流。

杨永华介绍了东盟仓储物流项目基本情况，
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后，企业有信心将项目落地洋浦，参与洋浦发展
建设，为洋浦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机会。

据了解，海南洋浦东盟仓储物流园区项目计
划总投资2.1亿美元，占地面积约50公顷，项目
建成后年产业带动值约1.1亿美元，预计带动就
业人数641人。

洋浦及时解决在建项目存在问题

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建设
本报洋浦7月20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智）7月 20日上午，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委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到部分在建
项目现场办公，强调要及时解决项目存在的问
题，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建设。

在保税港区内海南洋浦恒丰粮食现代物
流项目一期等施工现场，洋浦管委会副主任张
进对企业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表示肯定，他要求
企业要把项目建设板块理清，在保障施工安全
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早日
投产。

在洋浦高端制造产业园区市政道路综合工
程、先进制造和港航物流区给排水综合项目以及
石化功能区乙烯片区路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
场，张进要求相关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
作流程，尽快落实项目招标及相关工作，积极寻
找突破口，先易后难，早日解决项目建设难题，
有序推进项目开工建设。要与施工方加强沟通
交流，压缩工期，争创洋浦速度。

7月17日上午，管委会副主任张信芳到疏
港大道二期项目和园二路项目调研并现场办
公时，他要求经发局积极与新奥能源项目对
接，协调解决新奥能源项目与疏港大道二期项
目存在的交叉施工问题，让该项目尽快投产，
为园区供热。搬迁办要统筹干冲区办事处和
新英湾区办事处做好征地搬迁工作，保障项目
顺利建设。相关部门要紧盯设计单位，尽快拿
出相应的绿化和路灯设计方案，加快项目施工
进度。

洋浦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筑牢反腐倡廉防线
本报洋浦7月20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王泽雨）近日，洋浦经济开发
区工委管委会有关领导带领洋浦各部门党员干
部前往海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接受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筑牢反腐倡廉防线。

在海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思想之
魂”展厅，参观党员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
海南省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成果。随后，大家
来到“前车之鉴”展厅，通过图片和视频了解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省查处的违反“六大纪
律”的近百个典型案例，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反
腐思想教育。

参观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参观学习为
契机，以案为鉴，引以为戒。在自贸港建设的大
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初心、知敬畏、守底
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为自贸港建设提供
有力的纪律保障。

一是狠抓自贸港政策的落地
争取每一项政策都有企业承接，每一项政策都用好用足。推动政策转化成为落地企业，转化成为项目，转化成为经
济增长的动力。

7月20日，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保
税港区内，100 多
名工人正在给2号
和3号厂房、中转
仓库刷涂料。“2号
和3号厂房、中转
仓库的立面改造工
程已接近完工，7
月 25 日 可 以 交
付。”负责保税港区
整体形象提升工程
的项目经理何昌明
说，此外，原来的检
验检疫局与海事局
办公楼和国盛楼除
了正面的立面没有
动工外，其它立面
正在抓紧施工当
中。

作为承接自贸
港政策先行先试的
洋浦，采取超常规
举措，补齐短板、抢
抓进度，顶住外部
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确保不折不扣
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港口吞吐量逆势上涨，达到

集装箱吞吐量达

加大力度引进中远海运等船队到洋浦注册，年内争取

新增200万载重吨、新增引进外资2亿美元；

争取将企业在洋浦建安工程的结算留在洋浦，确保全年建筑业总产值完成20亿元

确保存量外贸企业全年完成进出口货值

争取新增外贸企业完成进出口货值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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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艘船舶注册

372亿元

洋浦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二是狠抓项目建设 提升投资的拉动作用。

三是继续狠抓营商环境优化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主动下沉到企业，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四是狠抓保税港区建设 提高政治站位，齐心协力，把加快保税港区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把保税港区“这壶水烧开”。

五是狠抓招商引资 各单位要主动配合支持招商工作，营造浓厚的招商氛围，为经济发展铆足后劲。

六是狠抓制度集成创新 把制度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各单位要根据分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七是狠抓安全生产 为产业项目落地提供安全保障。

八是狠抓干部作风转变 进一步弘扬“快准实好”的作风，推动工委管委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同比增长11.8%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洋
浦的经济特别是招商形势向好

海南炼化、金海浆纸和逸盛石化等区内重点
企业满负荷生产

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逆势增长

制图/王凤龙

繁忙的海南炼化码头

资料提供/林书喜

近日，洋浦经济开发
区海南炼化原油码头灯火
辉煌，轮船正忙着装卸油
料。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
落地，洋浦通过招商引资，
不断发展壮大石化产业
链，努力把石化产业打造
成为海南首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