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上午，洋浦管委会办公
室督查室、洋浦经发局工作人员来到东
方雨虹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
目现场，协调拆除干冲区一项目用地范
围内的一座祠堂，及时为项目施工腾出
作业面，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该项目于今年8月13日签约落
地，总投资10亿元，规划用地约180
亩。项目建成后年产值达16亿元，
每年贡献税收约1亿元，同时还能提
供大量就业岗位。

该项目落地后，洋浦国际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从企业注册、备案、节约
用地评价、环评、安评、土地转让等方
面提供了全方位服务。“项目落地后，
洋浦各单位为我们提供一对一的‘保
姆式’服务，为我们省了不少事。”洋
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程正义说。

连日来，为进一步推动征地搬迁
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洋浦工委管委
会负责人放弃节假日休息下沉一线，
现场办公解决难题。

11月 4日下午，洋浦工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任延新来到保税港
区，对陆侨海鲜加工、法国之光、澳加
粮油等在建项目现场，要求各部门要
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帮助企业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建成早投产
早收益。

11月9日晚，洋浦管委会副主任
张信芳来到三都区浦四路项目征地
搬迁安置指挥部现场办公，要求各工
作组要提供线索、积极揭发以各种名
义在征地搬迁工作中煽动群众闹事、
胁迫、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公安局

要坚决予以打击，切实维护好老百姓
的利益。对于支持洋浦征地搬迁并
且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村民将
优先推荐到用工企业就业。

洋浦危险废物处理中心项目开
工后，目前存在污水、雨排管网未接
入厂区、10千伏配电系统未接入厂区
等问题。11月7日上午，洋浦管委会
副主任张进带队来到该项目现场，要
求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上述问题，
助推项目建设。

（本报洋浦11月11日电）

监督服务双管齐下CC

在洋浦，征地搬迁工作重心在三
都区。仅今年涉及三都区征地的重
点项目就有 23个，面积达到 5780
亩。征地涉及的村庄多，部分项目
用地还需迁房、迁坟等，任务重、难
度大。为此，三都区办事处多措并
举，严格落实洋浦工委管委会的30
条超常规举措，成立了3个征地工作
组、8个征地小组，放弃节假日进村入
户，挨家挨户做工作，全力推进征地
搬迁工作。

为处理好村与村之间的土地纠

纷，三都区党政领导拜访涉及征地村
庄的外出干部、乡贤，邀请他们回村
做工作，共同推动重点项目征地工
作。此外，借助开展“我为加快推进
自贸港建设作贡献”送文化下乡之
机，讲述搬迁工作组主动和村民交
心，使村民理解支持征地搬迁工作，
住进了环境优美公寓楼的山歌剧《歌
声唱响新家园》在三都区西照村委会
盘龙村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宣传搬迁工作。

11月4日，在个别项目征地搬迁

工作滞后的情况下，三都区将工作重
心前移，把搬迁工作指挥部设在沙地
村，区党委、办事处领导班子下沉一
线狠抓征地搬迁工作。

三都区党委书记陈晓全介绍，
截至11月5日，三都区已完成园二
路等项目的征地任务，土地征收补
偿协议签订1284亩，提供项目用地
作业面约 2013 亩，迁移坟墓 828
丘、拆除猪圈25个。园四路项目涉
及的18户房屋搬迁已完成；浦四路
涉及的150户房屋搬迁，截至目前

已完成25户房屋评估，8户完成协
议签订。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当
前许多项目在洋浦陆续上马，征地
搬迁工作推进是否顺利，关系到企
业项目建设、路网建设等一系列事
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正风肃纪，并
进一步压实责任，继续弘扬“快准
实好”的作风，拿出细心、耐心与决
心，踢好征地搬迁工作“临门一
脚”。

征地搬迁加快推进BB

在洋浦开发区吉浦路上，短短1
公里的距离，就有洋浦科创园、中大
检测海南智能产业生产基地一期项
目工地（下称中大检测项目）、洋浦智
能制造产业园标准厂房、洋浦国际海
产品及冻品物流产业园等4个重点
项目在建，施工车辆出入不停，宽阔
马路车来车往。

11月11日上午，中大检测项目1
号、2号和3号楼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据该项目负责人陈小林介绍，为
贯彻落实洋浦工委管委会打赢稳增
长百日攻坚战的决策部署，项目开工

后，施工单位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增
加施工人员和设备，最多时有超过
100名工人同时进场施工，大大加快
了施工进度。主体结构封顶后紧接
着进行主体结构砌墙施工，本月下旬
将进入高低压电、消防设施、电梯等
安装工程。

中大检测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
分二期建成。一期建设具有研发功
能的智能研究院，提供建设工程、市
政、交通、铁路、海洋、石化、特种设备
等领域工程检验检测服务，以及智能
检测设备、传感器、芯片研发。二期

规模化生产传感器及采集终端，主要
产品包括光纤类传感器等。

“为早日建成交付，虽然过了施
工高峰期，我们仍保留了100余名工
人赶进度。”陈小林说。

作为洋浦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
经过赶工期抢进度，滨海文化广场项
目图书馆和科技馆已基本完成装修，
体育馆和文化馆正在抓紧施工，整个
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竣工。

海南日报记者在滨海文化广场
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图书馆和
科技馆内进行收尾工作。据了解，为

打造“最美图书馆”，设计单位对原有
的设计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细
化，让空间布局更合理，进一步提升
了舒适感。

滨海文化广场项目总投资5.2亿
元，包含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体
育馆4个功能区，并规划有少年儿童
阅览区、科普活动室、剧场、电影院及
各种球类场馆。场馆外还设有环境
优美的休闲区，以满足洋浦居民的生
活休闲娱乐。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助力洋浦打造城市功能完善、生态
环境优美的滨海产业新城。

重点项目建设提速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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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做好服务，洋浦持续推动稳增长百日攻坚战

服务多想法子 发展多些路子

11月11日上午，在
洋浦国际航运中心大厦
项目用地现场，工人们
正在进行项目开工前的
准备工作。“从我们提出
需求到项目用地清表平
整好，仅用了4天，洋浦
的工作效率太高了。”洋
浦国际航运中心大厦项
目投资方，葛洲坝集团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丹说，这为项目
在11月 13日开工创造
了良好条件，也给公司
加快项目建设、打造精
心工程吃下了定心丸。

自今年8月起，洋
浦经济开发区为彻底扭
转上半年各类经济指标
滞后局面，决定全面加
快经济发展和重大项目
投资进度，集中力量打
一场稳增长百日攻坚
战，为重点项目建设、征
地搬迁等重点工作全面
换挡提速。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符润彩 邓晓龙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邓晓龙

11月9日，在中石化（香港）海南
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香港公司）
成品油码头，一艘载重7万多吨的中国
籍油轮正在装载保税成品油，装载完
毕后，它将远航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在业务量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
中石化香港公司今年根据国际市场需
求，及时调整经营计划，加大向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地的航空煤油、汽油和柴
油等油品的出口。同时得益于海南自
贸港建设，今年前10月，该公司完成

吞吐量679万吨，同比增长2%，进出
口货值110亿元。

“今年1月至10月，公司装卸总船
次412船次，同比增加174船次，增幅
73%。预计到年底能达到470船次。”中
石化香港公司业务管理部数质量主管梅
波介绍，业务量的增加，主要来自澳洲、
东南亚、欧洲等海外航煤市场的贡献。

中石化香港公司主营汽油、航煤、
柴油和燃料油四大类油品的仓储中转
业务，由该公司经营的洋浦成品油保
税库占地1438亩，拥有成品油储罐
51座，总罐容205万立方米。出库油

品资源辐射香港、东南亚地区和澳洲、
欧洲等地市场。

去年7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
结合保税仓储业务特点，在中石化香
港公司开展了“保税监管场所库容整
合”政策试点，对保税仓、出口监管仓
内同品种、同品质货物，通过清单核
注、进出仓申报和账册管理，实施两类
库容、总量核准，分类调剂、动态使用
的“两仓合一”监管新模式。该项制度
的落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也
打通了洋浦炼油企业低硫燃料油产、
转、存、销、供链条，填补了洋浦保税油

直供空白，为洋浦打造国际保税船用
燃料油加注中心奠定基础。

得益于“两仓合一”、保税油加注、
船籍港注册登记、内外贸航线加密等
自贸港政策的落地实施，加上中石化
香港公司自身的油库配套码头项目与
南防波堤工程建成投用后，该公司具
备了“大进大出、快进快出、多品种多
泊位同时作业”的优势，出口成品油不
再受到泊位制约，能够快速地把油品
集中储存，再销往国外。

据了解，今年洋浦新开通了11条
航线，航线增加到33条；以“中国洋浦

港”为船籍港注册登记的船舶有4艘，
未来将不断有新的船舶注册登记。

与此同时，洋浦工委管委会不断
出台多项优惠政策，简化各项检查审
批手续，海关、海事、边检等职能部门
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受益大。
如今年1月至5月受疫情影响，国内
一些航煤生产企业销路受阻后，公司
通过发挥渠道优势，帮助国内企业出
口了航煤100多万吨。从今年8月份
起，该公司还扩大转口贸易业务，销售
油品115万吨，金额达3.7亿美元。

（本报洋浦11月11日电）

中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今年前10月完成吞吐量679万吨

制度创新 企业创收

洋浦开展危化品企业
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邓晓龙）近日，
国务院安委办危险化学品调研指导服务专家组在
洋浦应急中心视频会议室召开了危化品企业检查
情况反馈会，并开展安全专题培训，旨在进一步强
化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为自贸港建设营造
安全稳定的环境。

会上，专家组高级工程师邢春吉以《化工企业
工艺与报警、联锁管理提升辅导》《风险分级管控
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为题，结合具
体案例，阐述了危化品企业管理人员对生产过程
异常工况预警、联锁管理重视不足，导致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的隐患问题，重点分析了事故与风险管
控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内容。

据了解，11月1日至6日，国务院安委办危险
化学品调研指导服务专家组进驻洋浦开展指导服
务工作，重点对中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
凯美特气体、傲立石化、汉地阳光4家危化品企业
开展检查。下一步，洋浦应急管理局将按照专家
组反馈的意见，全面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确保安全
生产持续稳定。

洋浦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符润彩）洋浦

经济开发区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全体会于近日举行，开发区内40家民营企业代
表参会。

据了解，洋浦光彩事业促进会是以发展公益
事业为目的，由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人士、经济类
社会组织和在洋浦投资的港澳工商业界人士自愿
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会上，洋浦经济发展局负责人介绍了洋浦光
彩事业促进会成立宗旨及业务范围；会议通过了
《洋浦经济开发区光彩事业促进会章程》；并选举
产生了洋浦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监事及理事
单位。

据悉，洋浦光彩事业促进会的成立，既是洋浦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健康
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爱国统一战线不断
发展壮大的一大盛事。各参会企业家积极参与到
光彩事业中，将开展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服务
于民，造福社会，为消除贫困、促进社会进步与和
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洋浦开展果树栽培技术培训

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
本报洋浦11月1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邓晓龙）11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果树栽培
技术培训班开班，洋浦就业局组织46名贫困户参
加培训，以提高贫困户的香蕉种植水平，增强贫困
户“造血”功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当天，在三都区颜村村委会羊屋村的香蕉
种植基地里，种植技术老师通俗易懂地向贫困
户介绍了香蕉的生长周期、如何沤制腐熟的有
机基肥、香蕉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香蕉主要传
染性病害等内容，帮助贫困户掌握种植香蕉的
技能。

洋浦始终秉持“以就业为主导，产业为支撑，
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为基础，政府兜底为保障”的扶
贫工作思路，有力推动全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有效开展。截至目前，洋浦就业局共开展了11
期劳动技能培训，培训人数达645人次，帮助贫困
户提高劳动技能，实现稳定就业，贫困劳动力就业
率达96%。

近年来，洋浦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斗志，以
“快准实好”的工作作风，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截至今年9月底，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全部脱贫，返贫率为零，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洋浦完成568户
农村厕所化粪池改造

本报洋浦11月11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邓晓龙）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相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洋浦已完成568
户老旧厕所化粪池的改造，完工率70.1%。

11月11日下午，在三都区德义村委会枝根
村，工程队正在为村民符煜阔家开挖污水管道，进
行化粪池改造。符煜阔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由于
厕所老旧发生渗漏，污水溢出造成异味大，改造完
成后厕所变干净卫生了，一家人不再被厕所问题
所困扰。

据了解，目前洋浦正按照“三个一批”分类处
置的方式，整村推进“厕所革命”工作。预计12月
初保质保量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厕所防渗漏改造年
度任务 810 户。目前已开工 746 户，开工率
92.1%。

据厕所改造工程队负责人周启学介绍，通过
农村厕所化粪池防渗漏改造，能进一步提高无害
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降低肠道
传染病和寄生虫发病率。目前三都区社兰村和枝
根村需要进行整村推进厕所防渗漏改造，已有80
户村民签字同意改造，已完工30%，剩下的将在
半个月内完成。改造完成后，将大大提升两个村
的生活环境，保证村民身体健康，减少疾病的发
生，从而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

近日，航拍洋浦经济开发区东部生活片区，城区规模逐渐成型。今年，洋浦推动产业园区向产业新城转型，加
快建设城市功能配套设施，为洋浦未来发展引进和留住人才创造更优质的条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发展一路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