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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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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条东盟航线开通 进一步拓宽海南与东南亚的运输通道A

10 月 29 日，载箱量为
1200个标准集装箱的葡萄牙
籍“中联佛罗拉”集装箱船从洋
浦港小铲滩国际集装箱码头起
航，驶往越南海防。这标志着
中联航运有限公司（下称中联
航运）海南洋浦国际班轮航线
——中越SHX航线（S代表上
海，H代表海防，X表示快线）
正式开通。

据悉，这是海南建设自贸
港以来，首家海南本地国际航
运企业开通的首条东盟航线，
也是继中远海运之后第二家在
海南开辟国际班轮航线的企
业。洋浦内外贸航线由此增加
至33条。

该条航线的开通加密了洋
浦与长三角、珠三角与东盟的
联系，极大优化了洋浦外贸航
线布局，为洋浦打造成为中国
面向东盟地区的重要“桥头堡”
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外贸航线增至33条
积极布局国际中转航线
网络和物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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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SHX航线是自海南自贸港成立以来开通
的首条东盟航线，也是洋浦今年开通的第11条航
线。洋浦内外贸航线由此增加至33条，其中外贸15
条、内贸18条。得益于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
注、散改集等政策，洋浦吸引航运要素加速聚集。今
年1至9月，洋浦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9.3万标箱，同比
增长37.9%，今年全年集装箱量将突破100万标箱。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善和表示，
中越SHX航线的开通为外贸货物提供更密集的
航线服务、更有效率的物流通道。洋浦港在不远
的将来能形成一个非常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航运
枢纽，为实现国家战略提供非常好的基础作用。

实际上，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后，多家航运企业迅速响应、积极围绕洋浦
调整航线布局，支持洋浦航运枢纽的建设。

6月23日，锦州至海南(洋浦)内外贸同船航
线开通；7月28日，从东盟进口货物经洋浦中转
分拨至天津的内外贸同船运输通道正式启用；9
月28日，洋浦——南太——澳洲集装箱航线正式
投入运营，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线开
通。该航线的开通不仅实现了海南洲际航线零
的突破，标志着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
开始从“近海”迈入“深蓝”时代。

10月26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
行动方案（2020-2022年）》发布,对于在海南发展
的港航物流企业来说，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可以
相信，未来海南的营商环境将更为便利和开放。

多家航运企业表示，未来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和
洋浦港建设区域性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政策优势，
积极布局以洋浦港为基地的国际中转航线网络和
物流服务体系，打通海南到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
国家以及港台等地区的供应链通道，为海南自贸港
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洋浦10月29日电）

据介绍，此次中联航运开辟的中越
SHX航线，由中联航运联合中远海运集
团旗下新鑫海航运共同投入两艘1200
标准集装箱的集装箱船运营，旨在连通
海南与越南之间的海上运输通道，为海
南的进出口企业提供周班服务，每周固
定安排一个班轮跑这条航线，实现了海
南与越南间产品输出与输入的直接运
输，给海南本地进出口企业带来更快捷
的服务、降低物流成本，并通过串联上
海、宁波、蛇口、香港、海防等港口，连接
起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
港与越南之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以洋
浦为中转港对接其他国际航线运输网
络。

可以说，中越SHX航线的开通将进
一步拓宽海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运输

通道，形成更加密集的国际班轮航线网
络，助力海南自贸港物流体系进一步完
善，为吸引更多产业落户海南提供了更
好的配套服务。

“中越航线的成功开通是海南本土航
运企业开辟国际班轮航线的一个里程碑
事件，意义重大。”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
输与海洋局局长黄澎介绍，随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正式落地及洋浦作为西部陆
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港的地位的进一
步凸显，省委、省政府对洋浦航运产业发
展给予高度重视，洋浦也在加速推进各种
航运要素的聚集，目前洋浦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相关航运政策
也让航运企业发展如鱼得水。

“未来洋浦将与中联海运、新鑫海航
运等在内的国内外各家航运企业不断拓

展合作新空间，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同谱
写海南航运事业的新篇章。”黄澎说。

据了解，中联航运2005年9月注册
于海南洋浦，运营总部设在上海，以国际
集装箱班轮运输为主业。据中联航运董
事长陈洪辉介绍，中联航运主要从事国
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台湾海峡两岸集装
箱班轮直航运输、沿海及长江内贸内支
线集装箱运输及物流供应链业务。目前
公司自营外贸班轮航线增加到7条，联
营舱位航线超过30条，年运量超过25万
标准集装箱。

陈洪辉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海南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之际，
作为海南航运企业当然要回归海南航运
市场，再次在海南开篇布局，未来将考虑
在洋浦设立区域性总部。

B

10月29日上午，中联航运海南洋浦国际班轮航线——中越SHX航线首航仪式在洋浦小铲滩码头举行。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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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上午，中联航运
海南洋浦国际班轮航线——
中越 SHX 航线首航仪式在洋
浦 小 铲 滩 码 头举行。中越
SHX 航线由中联航运联合中
远海运集团旗下新鑫海航运共
同运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
拓宽海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
运输通道，形成更密集的国际
班轮航线网络，助力海南自贸
港物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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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我们的“十三五”·故事

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截至2020年9
月30日，我省共引进人才 16.1万多人；自2020
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以来，截至9月30日，我省共引进人才6.3万
多人。

着力实施“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先后两批
次共遴选南海名家、南海英才、南海工匠、南海
乡土人才 1021名。

我省启动实施首批百个“海南省人才团队”
建设工程，经专业评审和综合评审产生了 100
个人才团队和 100个储备人才团队。

创设“候鸟”人才工作站挖掘人才资源，全
省建设62个“候鸟”人才工作站点、146家院士
工作站（团队创新中心）、3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
（流动）站，联系掌握“候鸟”人才近2万人，其中
院士达270多位（海外院士40多位）。

截至目前，我省已公布 427名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重点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公共
服务，落实相关待遇和保障措施。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大家好，我叫鲁斯兰，是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的全球新闻官……”日
前举办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备受世界瞩目，28岁的哈萨
克斯坦小伙鲁斯兰作为12大领域推
荐行业讲述人代表之一受邀参加。
他参与录制的海南自贸港推介视频
循环播放，向世界推介海南，为海南
邀请世界。

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缘
何能够代表海南自贸港向世界发出
邀请？

鲁斯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早在
10年前，他就与海南结下了不解之
缘。当时，年仅16岁的他从深处内陆
的哈萨克斯坦出发，带着对碧海蓝天
的向往来到中国、来到海南。10年间，
他取得了海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
学历，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成为该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硕士毕业后，鲁斯兰先后在哈萨
克斯坦和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此
期间，虽与海南相隔数千公里，但他依
然关注着海南的发展：“2018年，当我
第一次从媒体上获知海南要建设中国
特色自贸港，就意识到我应该回到海
南，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去把握这次
机遇。”于是，2019年，当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面向全球各地招募人才时，
收到邀请的他毫不犹豫启程返琼，成
为该局引进的第一个外籍人才。

他认为，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是
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机构。但因
为年轻，无论是部门搭建、文件翻译，
还是外宣平台打造，该局的很多工作
都从基础开始做起。“节奏快、收获
多”，几乎是每一个职工对过去一年
工作的共同感受。

以鲁斯兰及其团队成员为例，除
了要运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在微信、
脸书、推特、领英等社交媒体上的10多
个官方账号，将相关信息每天经过梳

理、翻译、撰稿后分门别类投放到适当
的平台，随着来琼投资兴业者热情愈加
高涨，他们还要参与到对接和服务投资
者的工作中来——不久前，在他们的
持续跟进洽谈和服务下，爱尔兰外资企
业Bonflict决定在海南建设中国区域
总部，瑞士奇士霍夫集团也表示十分看
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期望在与海
南的合作中实现共赢。

“今年4月13日开通的海南全球
投资服务热线，截至目前已经接到来
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件咨
询来电。此外，我们近期高频率参加
海南自贸港推介活动，通过线上线下
多种方式，向挪威、芬兰、丹麦、白俄
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政府机
构和外资企业宣传自贸港政策，从活
动中同样能感受到，大家对海南自贸
港充满信心和向往。”他说，作为全球
投资者登陆海南的第一站，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将通过提供一站式、全方
位的服务，让更多的海内外人士感受
海南自贸港的速度和温度。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全球新闻官鲁斯兰：

把热情献给热爱的海南

数说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潘彤彤 陈慧文）10月28日，G15沈海高速公
路海口段土建1标合同段施工现场传来捷报：570
根桩基全部施工完成。

自开工以来，历时139天，G15沈海高速海口
段土建1标合同段最后一根桩基的顺利浇筑，标
志着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首个合同段桩基
施工圆满完成。

据悉，土建1标合同段设置主线大桥1座全长
1949米、匝道桥2座每座长近604米，其中桩基570
根，平均桩长约57米；桩基施工过程中，项目范围存
有厚层液化砂土，呈连续分布，桩基穿越淤泥质粉质
粘土及砂土液化层，成孔时间长、难度大，为解决这
些困难，省交建局、项目代建指挥部多次组织召开专
题会、经验交流会等，研究并解决施工存在的技术问
题及难点，确保了项目施工的有序推进。

该项目起点位于海口市新海港区，终点位于
G98环岛高速公路原疏港互通南侧，路线全长
13.727公里，是G15沈海（沈阳—海口）高速、G75
兰海（兰州—海口）高速在海南的“最后一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把海南与省外通过港口与全国的
高速公路网连接在一起，通过与海口的绕城高速
公路的对接，与海南环岛高速连成一体。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
土建1标桩基施工完成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张期望）海南
日报记者10月29日从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
厦项目部获悉，目前该大厦已进入地上三层主体
钢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2年初建成，能源交易
大厅预计在明年3月建成投入使用。

该项目建成后，将集办公、商业及其景观环境
为一体，打造江东新区CBD最高端的写字楼，成
江东新区首个建成的地标。项目由台湾建筑大师
姚仁喜设计，是我省首家达到2A级装配标准的
建筑、也是首个采用双层外循环呼吸式幕墙的办
公商务楼。作为海口江东新区CBD首座地标工
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65726平方米，共17层。

大厦建成后，首层为商业和能源交易中心大
厅，并在交易大厅周边及地下一层配套设置银行、
餐饮、休闲购物等功能区。项目首层东北角，将打
造具有科技感、高端的数据可视化能源交易场所，
作为参观考察接待中心。3-17层为办公区，面向
国际及国内大型能源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租售，致
力将其打造成集办公、商务、交易中心于一体的
5A甲级办公商务楼。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厦
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

海南迈成教
育 培 训 有 限 公
司，来自南非的
Brandon（中）正
在和同事们讨论
授课教案。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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