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284.22万元
建设太平社区、咸塘社区

等6所卫生室

目前相关项目已经完
工，待项目通过验收即可
投入使用

干冲中心卫生院异地重建项目

总投资约1900万元
建筑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

三都卫生院二期项目

总投资约1000万元
建筑面积1042.32平方米
待验收通过后将引进一批先进

医疗设备，进一步提升三都区办事
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定方向定方向
洋浦召开专题会

以问题为导向完善细化
“十四五”规划编制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符智）为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10月20
日上午，洋浦召开“十四五”规划专题会。会上，各
分管领导和相关专家组对洋浦“十四五”规划提出
了建议和意见。

会议传达了省政府关于洋浦“十四五”规划的
指示精神。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洋浦“十四
五”规划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要以自贸港建设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作为指引，课题组要牢牢
贯彻省政府提出的相关要求，在洋浦“十四五”规
划当中一一体现。

会议强调，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洋浦
整个“十四五”规划当中，尤其是在产业、基础设施
及配套建设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按照海
南自贸港建设总体要求，对标国际最高开放形态，
把先进地区好的经验运用到洋浦的发展中来。把
国内华南、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作为主要的目标
市场来研究，内外兼顾，实现国际国内大循环自由
转换。进一步提炼发展目标，归纳出“一条线”贯
穿“十四五”规划。对东方、临高两个工业园区要
有更深入的规划，要充分听取东方市委市政府、临
高县委县政府及两个园区筹备组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以问题为导向、补齐短板，尽快完
善“十四五”规划编制，落实到具体操作方法和工
作内容。在规划文本出来后，要附加重点项目清
单，明确“十四五”期间需要主抓的项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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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40万吨高蛋白畜禽
饲料项目启动基础施工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符润彩）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有关部门获悉，洋浦北大荒40万吨高蛋白
畜禽饲料项目正在加快施工进度，以确保今年年
底前完成部分主体结构封顶，明年6月底建成并
投入使用。

据该项目技术负责人程国龙介绍，目前工程
已进入基础结构施工阶段，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施工单位在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制定工程进度
计划，通过增加人手和设备，全力以赴抢抓工期。

据了解，40万吨高蛋白畜禽饲料项目总投资
约1.2亿元，占地面积60亩，计划引进3条现代化
高蛋白原料生产线、2条原料膨化生产线，年产各
类高蛋白畜禽饲料40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全省畜
牧业发展需求，还能推动洋浦港航、物流、包装等
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此外，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形成高蛋白原料
技术创新示范效应，进一步激发海南高蛋白原料
产业活力。

强产业强产业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10月21日下午，在洋浦小铲滩
国际集装箱码头起步工程能力提升
项目建设工地，工人开始给B105号
堆场铺设连锁块，标志着B105号堆
场进入最后一道工序施工阶段。

“连锁块铺设好后，B105号堆场
就可以交付使用了。”洋浦小铲滩起
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常务副经理宋
宝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通过加
班加点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在下个月
上旬完成B105号堆场的施工和交
付使用，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时间。

据了解，洋浦小铲滩起步工程
能力提升项目为省重点项目，是在
起步工程现有设施的基础上，保留
原有的3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以
及782米岸线长度，改造堆场和增
加24台场桥、4台岸桥设备以及32
套远控设备。项目还将建设相应
的宿舍楼、观景平台及喷泉广场等
辅建和附属设施，总投资概算为
7.81 亿元。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后，小铲滩码头集装箱年通过能力
将由65万标准箱提升至180万标
准箱，为洋浦港进一步打造国际集
装箱枢纽夯实基础。

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挖
掘机、压路机等多台施工机械正不断
地作业，工人们有的在铺设连锁块，
有的在扎钢筋。

宋宝树告诉记者，按原计划，施
工面积达3.3万平方米的B105号和
B205号堆场将于今年12月底完工，
但随着“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注册登
记、保税油加注等自贸港政策的叠加
影响，洋浦航运逆势上涨，小铲滩码
头现有的集装箱堆场已满足不了港
口业务需求，集装箱已堆放到第四
层。因此，码头方面希望B105号堆

场和B205号堆场加快施工进度，尽
早完工，交付使用。

来自洋浦航运办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洋浦共开通集装箱
班轮航线 32条，其中外贸航线 13
条，内贸航线19条。今年1月至9
月，洋浦港口吞吐量4239.8万吨，同
比增长13.9%；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完成69.3万标箱，同比增长37.9%；
货 重 1030.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8.8%。今年集装箱吞吐量有望突
破100万标箱。预计在“十四五”期
间，洋浦港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到
700万标准箱，届时洋浦港作为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作用
将更加凸显。

“为了提前完工，我们增加施工
人员和设备，晚上加班加点，目前整
个工地有80多名工人在施工。”宋宝
树说，10月21日，项目工人开始给
B105号堆场铺设连锁块，预计项目
11月上旬可完工，B205号堆场则将
于12月完工。

据了解，整个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将在今年底全部完工，设备则到
明年6月全部安装完毕。项目投入
使用后，将进一步优化洋浦口岸服务
环境，完善我省港口集装箱运输系
统，助洋浦港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新趋势，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口，成为东盟外贸
进出口的重要集散地，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起步工程能
力提升项目加快建设外，由国家电投
集团海南公司实施建设的洋浦港口
岸电工程也已于10月16日开工，其
中小铲滩码头3个泊位将建设3套
岸电供电设施，为靠港的船舶提供安
全可靠的用电。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

洋浦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
加快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两堆场施工

抢工期 抓进度 洋浦政务中心前三季度
累计办件量超过14万件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符润彩）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政务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深入贯彻落实“放
管服”改革，大力弘扬“快准实好”工作作风，通过

“简审批、提效率”，不断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今
年1月至9月累计办件量达14.5445万件。

洋浦经济开发区政务中心根据综合受理窗口
的性质，积极推进综合窗口改革，按照“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审批、统一出件”的要求，设立企业开办
综合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社会事务服务
以及公安服务等4大综合窗口。

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政务中心共办结各
类审批服务事项 14.5445 万件，其中即办件
13.191万件，承诺件1.3535万件。同时，政务中
心还大力推行“不见面审批”，今年前三季度，共办
理“不见面审批”事项3.6279万件，占不见面审批
事项总办件的93.6%。

提效率提效率

洋浦建档立卡户645人实现稳定就业

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96%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邓晓龙）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开发区通过多
种形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645人
实现稳定就业，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96%。

洋浦三都区办事处德义村村民符文明自
2016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帮扶责任人和
驻村干部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积极为他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政策，并帮他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

经过多方联系，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干部最终
在洋浦控股物业公司帮符文明找了一份保安工
作。之后他被公司安排到洋浦污水处理厂当保
安，至今已有3年多，每个月有2300元的收入，实
现了稳定就业。

今年以来，洋浦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战
疫情、保增收、防返贫”的十五条措施，以实际行动落
实“一抗三保”工作。疫情期间，洋浦共开发扶贫公
益性岗位239个，累计发放劳务资金107.58万元，
帮助贫困劳动力在非常时期就地就近就业，多措并
举增加贫困家庭收入，防止贫困户因疫情返贫。

促脱贫促脱贫

数说洋浦医疗

民生答卷写满获得感

近日多个项目集中签约，填补洋浦产业空白

项目 园区日新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洋浦首个多元化商务综合体项目落地、迎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
首个院士项目落户，临高金牌港开发区首批项目落地……在10月13日上午举行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仪式上，9个项目落户洋浦经济开发区（含临高金
牌港开发区），其中多个项目让洋浦实现了“零”的突破，填补了产业空白，为洋浦建设海南
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在签约后与企业代表会谈时，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洋浦工委管委会将继续发扬
“快准实好”作风，采取超常规举措，用心用情服务好企业。同时希望各家企业在项目建设
上增加人手和设备，抢抓工期，让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享受到海南自贸港政策的红利。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9个落户洋浦的项目中，
洋浦国际航运中心大厦项目尤为引人注目，它是洋浦
首个多元化商务综合体项目，填补了洋浦没有高端商
务办公场所的空白。建成后，海南自贸港国际船舶登
记中心和航交所等相关单位将进驻该大厦办公。

据介绍，洋浦国际航运中心大厦建设项目总投资
10.6亿元，占地60亩，建筑面积达10.36万平方米，楼高
100米，集高端商务办公、商务酒店、商业娱乐、SOHO
等为一体。“我们争取在今年11月开工，2022年12月
建成。”项目投资方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丹告诉记者。

洋浦工委管委会十分重视国际航运中心大厦的建

设，将其视为洋浦未来的行政中心和商贸中心，因此要
求项目在功能定位、外形设计、服务配套等方面，要与
洋浦港口文化相结合，充分考虑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
建筑风格，富有自贸港气息，力争把航运大厦打造成为
洋浦乃至海南西部的地标性建筑。

实际上，海南自贸港船舶注册登记、船舶融资租赁
业务等相关政策的落地，将加速航运要素向洋浦聚集，
推动洋浦港航物流产业的发展。今后,从事与船舶航
运等相关产业的人员和企业将更多入驻洋浦，洋浦国
际航运中心大厦的建成，可以满足这些人员及企业在
洋浦的商务办公、生活消费等需求。换而言之，该项目
也是洋浦推进产城融合的配套设施之一。

据悉，上海延安医药是最早布局洋浦的企业之一，
早在2001年就已在洋浦注册了上海延安医药洋浦股
份有限公司。

10月13日，上海延安医药在与洋浦签署协议当中，
除了明确将部分总部经济迁移至洋浦外，同时租用洋浦
保税港区内厂房2000平方米，建设陈芬儿院士、美籍博
士巫嘉诚研发实验中心以及进口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的外包装分装生产线。据悉，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首个院士项目落户洋浦。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计划投资4000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1500万元；3年内安排1.7亿元的贸易结算
迁移至洋浦，其中，外贸结算为1000万美元。

“项目签约后我们会马上启动具体实施工作，当天
下午我就带工程设备团队赶去洋浦看厂房。”上海延安
医药洋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屈伸表示，公司十

分看好洋浦未来的发展，计划在下个月将公司迁移入
驻洋浦保税港区，到明年4月，完成产品展示中心、院士
研发实验中心及美国纳米技术实验中心的建设等相关
工作，希望通过在洋浦开展的国外先进技术引进项目
来寻找合作，做大做强公司业务。

除了上海延安医药，安徽中汇海运有限公司也将
区域总部落户在洋浦。

安徽中汇海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国内沿海、长江
中下游干线的干散货物运输等业务。根据该公司与洋
浦签订的协议，该公司在洋浦注册子公司后，将现有的
7艘海轮（30万吨）迁移至洋浦的子公司，2020年底前
至少迁入4艘，2021年6月底前再迁入其余3艘船舶。

该公司董事长叶根宝介绍，未来3年该公司还将新
建4艘7.5万吨位的散货轮，将公司运力提升到100万
吨，营收规模超12亿元。

在洋浦签约的9个项目当中，中铁建设集团年产
10万立方米装配式产业园项目、江西志特年产20万立
方米新型装配式PC构件及50万平方米绿色环保建筑
铝合金模板制造项目、康庄住工装配式建筑部品件
ALC板及ECP板生产项目和凡林建筑科技装配式建筑
PC构件项目等4个装配式产业项目落户在临高金牌港
开发区。

这是今年东方临港产业园和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交
由洋浦统一管理之后，首次有项目签约落地，这也是洋
浦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全岛同城化、全省一盘棋”格
局的重大举措。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计划
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投资5亿元，建设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项目用地200亩，其中一期用地100亩，投资2
亿元，建设装配式兼IRF平板构件自动流水生产线一
条，以及相关配套生产线共计10条，达产后每年装配式
构件产能约10万立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可为当地提
供260个就业岗位。

“我们计划投产以后，每年产能达到10万立方米，

后续将根据签约的内容，加快推进新的基地建设，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铁建设集团建筑发展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总经理曹志永说。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提供新
型装配式建筑PC构件、绿色环保建筑铝合金模板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的股份制民营企业，目前已获得127项国
家专利和15项软件著作权。

该公司董事长高源告诉记者，公司在临高金牌港
开发区的项目占地200亩，总投资6亿元，建设装配式
PC构件生产线12条，铝合金模板系统生产线6条，完
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20万立方米装配式PC构件、年产
50万平方米新型建筑铝合金模板的产能，可为当地提
供800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今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把推动装配式建筑
生产基地集中布局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随着多个项
目相继进驻，临高金牌港开发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开发
建设热潮。临高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雄表示，临高
县委县政府将和洋浦工委管委会一起为落户金牌港开
发区的项目做好保障服务，为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创造
条件。 （本报洋浦10月21日电）

迎来首个多元化商务综合体项目

两个总部经济项目落户洋浦

金牌港开发区迎来首批项目落地

图①②:10月21日下午，洋浦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工人在给
B105号堆场铺设连锁块。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小铲滩码头集装箱年
通过能力将由65万标准箱提升至180万标准箱。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戴海宝 文/图

洋浦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留住高层次人才、推动产城融合的重要工作来抓

今年初，洋浦提出多措并举不断补齐教育医疗卫生短板，用3年时间打赢洋浦
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翻身仗

洋浦现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44家
其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35家

2019年以来

洋浦投资超3184万元实施干冲中心卫生院异地重建项目

与三都卫生院二期项目和6个标准化卫生室

目前这些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文字整理/林书喜 制图/杨薇

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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