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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文化广场
雏形初现

8月27日，洋浦经济开发区
滨海文化广场雏形已现。目前，
该项目4个场馆主体已全部建
成，其中图书档案馆、科技馆施工
进入装修阶段，预计 10月底完
工，体育馆、文化馆预计12月底
完工。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底前
建成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投资5.2
亿元，旨在进一步完善洋浦的城
市功能、提升人居环境、满足百姓
文化需求。除4大场馆外，还将
配套建设休闲区，满足居民的休
闲娱乐需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影报道

打响稳增长百日攻坚战后，洋浦
注重通过改革创新，助企业突破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瓶颈，为经济加快发展
打下基础。

从去年开始，洋浦建立全国首创
的“保税油品同船混装运输”监管模
式，开展全省首创的“保税仓和出口
监管仓库容整合”创新。在制度创新
的驱动下，今年1月至7月，中石化
（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港口吞吐

量557万吨，同比增长22%。
针对加工增值达不到30%货物

进入境内区外缴纳关税问题，洋浦
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在洋浦保税港区
推广适用内销选择性征税政策予以
解决。

为解决石化企业经营资质和配
额问题，洋浦有关部门正在配合省商
务厅和省发改委，积极争取商务部和
国家发改委支持企业在“两头在外”

及海南自贸港生产消费自用前提下，
取消原油、成品油进出口国营贸易经
营资格和配额限制。

据了解，为了打赢稳增长百日攻
坚战，洋浦建立奖惩机制，每周开展
一次督查，每周印发一期通报。通报
表扬工作态度积极、工作成效显著的
干部，提拔重用表现特别突出的干
部；对推诿扯皮、失职渎职的干部，一
律严肃问责。同时研究制定奖惩办

法，将督查结果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
重要依据，做到赏罚分明，推动全区
各级干部职工切实增强责任感，从把
事办成、把事办好的角度来谋划和推
进工作，弘扬“快准实好”作风，发扬

“钉钉子”精神，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决心和斗志，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
和行动争取超常规的实效，确保完成
全年经济指标任务。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8月 25日，在海南汇智石化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石
化）中控室，10多名操作员正目不
转睛盯着电脑上的各种运行数
据。其中一台电脑显示的是常压
罐区的运行数据，3个罐的运行处
于“满格”状态。“这表明有 3 个罐
已装满刚生产出来的工业异辛
烷。”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昆峰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常压罐区的一个
罐可装2000多吨产品。

汇智石化是洋浦开发区重点石
化企业，始建于2011年7月，是一家
精细化工企业，主要业务为深加工
碳4、碳5等轻烃，生产工业异辛烷、
戊烷发泡剂等产品。一期年规模36

万吨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2014年投
产，二期年规模30万吨工业异辛烷
装置及配套设施项目 2017 年投
产。2019年销售收入达17.27亿元。

杨昆峰介绍，在今年国内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该公司产能和销售额双
双下降，但公司仍坚持生产，没有停
产。从5月份开始，随着疫情形势向
好，市场也开始回暖，5月份公司销售
额环比增长18.74%，6月份销售额环
比增长24.17%，8月份预计可完成
8800万元的销售额。

“今年最后的 4 个月，我们将
按照洋浦工委、管委会打响稳增长
百日攻坚战的工作部署，全力以赴
在保证装置平稳运行、满负荷生产
上下功夫，力争每个月产品产量达
2.5 万吨以上，销售额达 9500 万元
以上，确保实现全年销售额达10.8

亿元的目标。”汇智石化总经理刘
雪花说。

此外，借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
风，在洋浦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汇智石化年产 15万吨乙烯焦油综
合利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该公
司技术质量部经理钱瑜介绍，该项
目规划用地150亩，建设内容包括
年产10万吨芳烃化合物及树脂沥
青高碳材料生产装置、年产3万吨
苯酐生产装置以及利用石化功能
区生产的二氧化碳、自产的苯酐与
环氧丙烷共同聚合年产 5 万吨聚
碳酸亚丙酯生产装置，估算总投资
约5亿元。该项目以海南炼化100
万吨乙烯/年装置生产的乙烯焦油
为原料，建成投产后将推动当地循
环经济加快发展。

以聚碳酸亚丙酯为例，它是地

膜、购物袋、一次性餐盒、泡沫等可
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原料，满足生
物降解要求。目前，我省已发布“禁
塑”令，决定从今年12月1日起，禁
止生产、销售、运输、存储、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
料制品。因此，年产15万吨乙烯焦
油综合利用项目符合国家环保产业
发展方向，符合我省实际，这一项目
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我们正在申请立项，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上报洋浦管委
会，等审批通过后，即可启动建设。”
钱瑜说，公司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工
建设年产15万吨乙烯焦油综合利用
项目，预计该项目将于2022年 6月
与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年装置同
步建成投产。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

汇智石化：

开足马力生产 确保实现全年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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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8月27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蔡林）
8月26日，汉地集团在汉地流体材料
项目现场举办“稳增长 抢投产”百日
攻坚战动员会，号召员工大干100天，
实现汉地流体材料项目11月30日投
产目标。

汉地流体材料项目总经理侯立山
表示，为助力洋浦稳增长，汉地集团将
携手各参建单位，创新工作思路，不断
提高施工效率，确保“稳增长 抢投产”
百日攻坚战取得实效。

汉地流体材料项目是汉地集团在
流体材料领域进军全球高端产品市场
的重大战略布局。该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产业企业供
应绿色环保、性能优良、品种齐全的高
端流体材料产品。该项目规划产能为
150万吨/年。

汉地集团：

大干100天
争取项目早投产

细化分解任务 优化政务服务 强化制度创新

洋浦：打响稳增长百日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8月 27日，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
100 万吨乙烯/年项目
路网基础设施项目（一
期）施工现场，20台挖
掘机挥舞着“巨臂”破
土挖石，45辆大型自卸
车来回穿梭，运输土
方，施工场面颇为壮
观；在保税港区，园林
工人忙着种树浇水，建
筑工人忙着粉刷厂房；
在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
司车间，一包包刚在生
产线上完成封装的饲料
被堆放在一起……三伏
天刚过，放眼洋浦，从
项目工地到企业生产车
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为全面加快经济发
展和重大项目投资进
度，彻底扭转今年上半
年多项经济指标滞后的
局面，连日来，洋浦工
委、管委会以问题为导
向，按分工和职能分解
任务，主要领导和班子
成员、各局委办主要负
责人签订责任状，集中
力量打一场稳增长百日
攻坚战。

洋浦把重点任务项目化、清单
化、具体化。8月8日，洋浦工委、管
委会印发《关于在全区开展稳增长百
日攻坚战的通知》，针对该开发区
GDP、外资、外贸、投资4项指标滞后
的情况，推出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具
体包括：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循环发
展，做优做强存量；前往国内重点地
区、重点企业开展自贸港政策宣讲，
引进优质项目，做大增量；结合企业

诉求强化服务，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等。同时，洋浦要求领导干部签订责
任状，细化分解任务，逐项明确分管
领导、责任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阶段性工作目标，让责任领导心中有

“数”、对表办公、对状冲锋，按时间节
点完成工作任务。

任务分解后，洋浦工委、管委会
领导班子成员分赴项目施工现场，通
过在项目现场办公和召开项目建设

推进会等方式，督导项目建设，解决
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8月8日，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
来到石化功能区100万吨乙烯/年项
目路网基础设施项目现场，督导项目
建设，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100万吨乙
烯/年项目路网基础设施项目是省重
点项目，要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确保
可以施工的路段全面开工，千方百计

把施工进度抢回来，集中优势力量打
一场攻坚战，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在洋浦综治中心业务楼项目现
场，洋浦工委、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要
求施工单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加大人力投入，加快前期工程建设
进度，同步开展装配式工程施工，为
后期的装修施工留足时间。同时，
要精雕细琢，既加快施工进度又保
证工程品质。

在接到海南椰容实业有限公
司反映受疫情影响，该公司产品积
压、销售受阻等问题后，8月 24 日
下午，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
织区内大型商超及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召开座谈会，并就产品价格、
质量保障等方面，为供需双方提出
了具体的合作建议，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合作意向。

“洋浦市场监管局服务很贴心，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帮助我们解决了
难题。”海南椰容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夏先华说。
为打赢稳增长百日攻坚战，洋浦

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深
入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搬迁一
线，找原因、找差距、找办法，心连心、
肩并肩帮助企业解难题。

洋浦傲立石化有限公司是洋浦
唯一以生产汽油抗爆剂为主要业务
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月至7月，
该公司生产汽油抗爆剂达351吨，同
比增长13.2%。“下半年，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我们公司将挖掘设备

潜能，提高生产效率，争取实现月生
产60吨汽油抗爆剂的既定目标，助
力洋浦打赢稳增长百日攻坚战。”洋
浦傲立石化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超
贵表示。

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司是我省
一家智能化程度高、仓储量大、设计
先进的饲料生产企业。该公司销售
总经理覃武军介绍，在洋浦有关部门
的支持下，该公司厂房项目涉及的道
路、水电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项目得
以顺利投产，目前每月销售饲料

7000吨。“我们将扩大产能，力争实
现今年生产饲料24万吨的目标。”覃
武军说。

洋浦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企业健康平稳运
营是洋浦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前
提，该局将认真落实洋浦工委、管委
会的工作部署，履行好市场监管职
能，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为企业提供更优质
高效的服务，助力洋浦打赢稳增长
百日攻坚战。

洋浦召开专题会议

狠抓安全生产
加快项目建设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通讯员罗其才）8月24日下午，洋浦经济开
发区工委、管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第55次
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并提出贯彻落实具体要求。

会议传达了8月24日召开的第55次省政府
常务会议精神，并结合2020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
告第二季度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情况，深入
查摆问题，列出责任清单，对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会议强调，洋浦各级干部、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严格对标对表2020年海
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责任事项以及省政府交办的各
项任务清单，按照任务进度要求，狠抓贯彻落实。
要加快推进“极简审批”改革、小铲滩码头与国投
洋浦港重组整合，以及小铲滩码头航道能力提升
工程、杭萧钢构、中大检测等项目建设，保质保量
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在传达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时，洋浦工委书记
周军平强调，分管领导和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深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危
险化学品安全提升行动、道路交通专项治理等活
动，对薄弱环节进行梳理，强弱项、补短板，要抓紧
推进石化功能区封闭式管理，扎实做好“三无渔
船”整治和建筑工地安全管理等工作。

会议还传达了省政府关于治理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的部署要求，要求进一步摸清区内违建存量，
重拳打击新增违建。洋浦规划局、市政管理局和三都
区办事处要紧密配合，对存量违建进行分类处置。

洋浦投入1400多万元
增设交通信号灯及电警设备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润彩）8月27日下午，在洋浦
开发区腾洋路、华浦路、盐田路等路口，新交通信
号灯启用后，车辆各行其道，现场秩序井然。

据了解，今年以来，洋浦工委、管委会投入
1400多万元在洋浦各主干道路口新安装了12组
交通信号灯和电警设备，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
施，为下一步查处不按规定行车、闯红灯、超速等
交通违法行为做好准备，为洋浦高质量发展营造
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在增设交通信号灯及电警设备的同时，洋浦
交警支队以“路长制”为抓手，组织警力上路严查
闯红灯、车辆随意调头及乱停乱放等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今年1月至8月，洋浦交警支队共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万余起，其中酒驾、醉驾62
起、不佩戴安全头盔1506起、不按道路标识行驶
1788起，有效改善了道路交通环境。

洋浦公安召开教育整顿动员会
以整顿成效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润彩）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
日前召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
动员会。该局党委班子成员、全体民警、辅警共计
3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队伍教育整顿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在新时代建
警治警方针的重要举措，是锻造“四个铁一般”公
安铁军、履行好新时代职责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解
决突出问题、纯洁公安队伍的迫切需要。

会议要求，洋浦公安局全体公安干警要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教育整顿的重大意义，以
实际行动把“严”的主基调和“严”的态势长期坚持
下去。坚持以上率下，全面推进教育整顿向纵深开
展，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必须发挥“头雁”作用，坚持
以身作则，带动引领全体民警、辅警自觉讲政治、守
纪律。要精心组织实施，努力提升教育整顿的整体
成效，把教育整顿工作与“稳增长百日攻坚战”结合
起来，以工作业绩衡量检验教育整顿效果，为洋浦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还宣读了《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坚持
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实施方案》。

临高金牌港
途会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投产

本报临城8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邓晓龙）近日，位于临高金牌港开
发区内的途会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竣工投产。

8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途会装配式建筑
产业园1号厂房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正在安装
组模钢筋，并将已经成型的叠合板堆放好。

中铁建设集团发展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曹
志永介绍，该公司产生的叠合板主要供应博鳌研
究型医院项目（一期），该项目叠合板需求量约
800立方米、楼底板需求量约400立方米。公司
计划在9月20日把相关产品全部运送至博鳌研
究型医院项目（一期）工地。

在省有关部门将临高金牌港开发区纳入洋浦
经济开发区统一管理后，今年5月洋浦工委、管委
会派出临高金牌港园区管理局筹备组进驻临高金
牌港开发区，加快金牌港开发区项目施工进度，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今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将临高金牌港
打造为以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建筑节能等为重
点的专业化园区。途会装配式建筑产业园作为临
高金牌港开发区首个落地的装配式建筑生产项目，
是省住建厅评定的装配式建筑示范生产基地。在
临高金牌港园区管理局筹备组的支持下，目前，位
于途会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的3家装配式建筑生
产企业已开始生产叠合板、楼梯板等产品。

洋浦要求领导干部签订责任状，细化分解任务，逐项明确分管领导、责任单位、需
要解决的问题和阶段性工作目标，让责任领导心中有“数”、对表办公、对状冲锋。

洋浦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深入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搬迁一线，
找原因、找差距、找办法，心连心、肩并肩帮助企业解难题。

在稳增长百日攻坚战中，每周开展一次督查，通报表扬工作态度积极、工作成效显
著的干部，提拔重用表现特别突出的干部；对推诿扯皮、失职渎职的干部，严肃问责。

百日攻坚企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