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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靶向发力整治顽瘴痼疾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王冠丽）4月27日下午，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第三驻点指导组一行到洋浦开展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洋浦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查纠整改工作的情况汇报。

指导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洋浦要按照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相关会议部署，做好查纠整改环节工
作。要一以贯之抓学习教育，做到以学促查、以学
促改。要层层发动抓自查自纠，实现教育大多数、
惩处极少数的效果。要突出重点抓组织查处，坚
决清除害群之马。要靶向发力抓专项整治，彻底
整治顽瘴痼疾。要上下联动抓督导指导，共同推
动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洋浦工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洋浦政法机关
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动真碰硬，
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查纠整改工作。要
正视不足、强化措施、精准发力，确保查纠整改取
得实效。要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同“为民办实事”
紧密结合起来，在相关实践活动中树立政法干警
良好形象。要巩固教育整顿成果，推动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洋浦部署“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层层传导压力
加强值班值守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4月29日上午，洋浦经
济开发区召开2021年第二次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
会议，安排部署“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会议传达了相关精神，听取相关单位汇报第
二季度“述职述安”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作开展等相关情况。

会议指出，洋浦各企业、单位要充分认清当前
的安全生产形势，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好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五一”节假日期间，各
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实行领导带班、干部
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确保通讯通畅。要狠抓落
实，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推动洋浦
经济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洋浦举办2021年
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
42家企业提供1232个就业岗位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麦彦礼）4月29日，洋浦经济开
发区就业局举办2021年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
42家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1232个。

在招聘会现场，前来应聘的求职者很多。他
们纷纷拿着个人简历和求职资料，在各个岗位前
仔细阅读相关信息，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据统
计，此次招聘会提供叉车司机、行政专员、机务检
修工、工程师、会计、经理等岗位，现场求职人员
961人，其中脱贫户5人，全场676人投递简历，达
成就业意向183人。

下一步，洋浦就业局将继续联合开发区内各
企业举行招聘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

洋浦开展职业健康知识专题培训

提高企业职工
职业病防治意识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麦彦礼） 4月27日，洋浦经济
开发区卫健委开展“共创健康中国 共享职业健
康”为主题的职业健康知识专题培训，向各企业宣
传《职业病防治法》，提高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切实保障洋浦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培训会邀请了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王龙义授课。他结合丰富生动的案例，围绕职业
病的定义、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形成职业病
的环境、粉尘的危害以及尘肺病的防治措施等内
容，全方位、多层次进行阐释，并就尘肺病防治中
的难点、热点问题与参训人员交流。王龙义说，希
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
生产工作要求，提高职业病防治意识。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洋浦经济开发区一
季度经济指标近日出炉：
地区生产总值预计80.8
亿元，增长57.2%；工业
总产值完成192亿元，增
长10.2%；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31.3亿元，增长
458.7%。

今年以来，洋浦全
区上下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奋
斗姿态，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工委管委会的
工作安排，实现了各项
经济指标的“开门红”。
随着去年受疫情影响压
抑的需求逐步恢复，全
球经济复苏，国际原油
价格逐步上升，自贸港
政策红利释放，工业、交
通运输业和贸易业成为
拉动洋浦经济发展的三
大增长点。

政策催热产业、招商储备动能、项目带动发展

洋浦一季度经济成绩亮眼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4月28日中午，
在洋浦小铲滩国际集装箱码头1号泊
位的“振华32”轮把电缆接入码头上的
岸电接电箱后，成功为整船运行提供了
用电，标志着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为
我省首个拥有岸电设施的码头。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岸电
接电箱跟普通的电箱差别不大，一侧连
接着两根粗大的供电电缆，另一侧有两
个接头，用于连接船上的受电电缆。

“今天是第一次进行带电连船试
验，很成功，等相关机构验收完成后，
可投入使用。”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李军说，该岸电设施预计5
月10日左右可正式投入运行，此次提
供的电压为6.6千伏，还可以提供低至
400伏的电压，满足不同船舶的用电

要求。此外，考虑到我国和国外的共
频电压不同，该岸电设施还能够提供
50Hz至60Hz之间的共频电压。

长期以来，由于洋浦港口各个码
头没有岸电供电设施，靠港的船舶只
能靠自身的机组发电来给船上供电，
船用燃油在燃烧时会排放出NOX
（氮氧化物）和SOX（硫氧化物）、悬
浮物等，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后，国家电投集团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迅速组织编制海南清洁
岛、智慧岛、生态岛建设总体方案。
去年7月24日，国家电投集团与海南
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洋浦港口岸
电工程就是国家电投落实双方战略
合作协议，支持海南建设“清洁岛、智
慧岛和生态岛”的先导性项目。

该工程于去年10月16日动工，
由国家电投集团海南分公司投资，国
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采用EPC总
承包的模式进行建设，项目共覆盖小
铲滩、国投洋浦港、逸盛石化3个工业
码头15个泊位。项目总投资9719万
元，最大供电容量16.28MVA（兆伏
安）。项目在国内首次采用了防护等
级可达IP55等级的预制舱式结构形
式和一对四的变频供电方案，变频电
源采用国际先进的低压四象限IGBT
整流和逆变技术，同时考虑储能接入
条件，预留与储能系统及相关管理系
统的接口，实现岸电设备的综合利用，
助力洋浦实现泊位岸电全覆盖。

研究数据显示，该项目建成后，
相较于传统的船用燃油，洋浦港口岸
电可分别减少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悬浮物排放量97%、96%、96%，每年
减排量可达1168吨，能够明显地改
善洋浦港口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推
动港口绿色发展。

据李军介绍，小铲滩国际集装箱
码头岸电项目包含一套3×3MW预
制舱式岸电变电站、一套岸电箱式变
电站、7个岸电接电箱，为港口1号至3
号泊位靠泊的船舶及一个工作泊位设
置了独立可靠的岸基电源装置。项目
建成后，能满足国内、国际航线船舶需
求，涵盖了小铲滩目前靠港的各船舶
类型。岸电项目还同步建设了智慧管
控平台，通过综合应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多种先进信息
技术，依托现代化的装置和设施，实现
岸电监控、充电管理、计量计费等多业
务领域的全面智慧化运维管理。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为我省首个拥有岸电设施的公共码头

智能又环保，靠港船舶有了“充电桩”
小铲滩码头起步工程项目
全部设备到港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
龙）4月28日上午，由“振华32”轮运
载的11台场地轮胎吊设备到达洋浦
小铲滩国际集装箱码头。这是洋浦小
铲滩国际集装箱码头起步工程能力提

升项目最后一批设备。

洋浦小铲滩码头起步工程能力提

升项目是省重点项目，于去年6月29日
开工，总投资约7.8亿元，其中设备采购
4.77亿元。项目是在现有设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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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
B105和B205号堆场和增加24台场桥
吊设备、4台岸桥吊设备以及32套远控
设备，实现高效远程控制。项目将于今
年6月底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届时小铲
滩码头集装箱的年装卸能力将从65万
标准箱提升至160万标准箱。

洋浦投放出租车和共享车辆

提供高效便捷出行服务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王冠丽）日前，洋浦出租车、共享单车、共享助力
车投放运营仪式在洋浦滨海文化广场举行。

据了解，洋浦本次投放共享助力车、共享单车
各500辆，主要分布在洋浦港区、洋浦大厦、滨海
文化广场、干冲区主要街道、三都区中心大道等人
流密集区域。投放出租车70辆，起步价6元2公
里，2公里后每公里2元。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投放使用出租车
和共享车辆是洋浦的一项惠民工程，企业要秉承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服务好群众，为群众提供高效
便捷的出行服务。同时，各单位要加强沟通联系，
及时解决企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企业开拓
洋浦市场提供支持和服务，积极助力构建洋浦低碳
绿色交通网络体系，提升民众获得感、幸福感。

为了确保完成全年工作目标，在4
月16日召开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上，洋浦工委管委会提出，要加强经济
工作调度，持续每周跟踪省重点项目、
社会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及存在问题，并形成周报报送工委
管委会负责人，第一时间了解项目建
设存在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运用好商务领域经济指
标调度机制，加强部门之间协作共享，
及时跟踪企业贸易、外贸、外资完成情

况；每月紧盯全年任务，算缺口、找差
距、想办法、抓落实，确保全年任务均
衡完成。

会议要求，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
度，确保早日竣工；加快未开工项目前
期工作，推进项目早日开工。加大项目
监管力度，协调疏通项目建设中的难
点、堵点，确保49个社会投资项目、89
个政府投资项目，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会议明确，对纳入全省综合考核
的7项经济指标，洋浦实行“按月抓、

周跟踪”，逐项分解任务、逐项做好督
促检查，切实压实各部门责任，确保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工委管委会各分
管领导要天天盯、天天问，要组建工作
专班，紧盯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及早采
取应对措施，使第二季度经济发展工
作再上新台阶，确保完成全年工作目
标，创造洋浦经济发展“加速度”。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要坚
持项目为王，持续紧抓项目落地建设，
紧紧盯住已签约的项目和已开工项

目，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项目建设，形
成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动自贸港政
策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加
大引外资促外贸力度，早启动、快推
进，将引入外资外贸作为招商工作的
重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要抓
紧推进征地搬迁工作，加大土地等要
素保障力度，实现土地等项目，对新落
地的项目，要按照项目开工建设日期
倒排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完成。

（本报洋浦4月29日电）

坚持项目为王

在经济取得较快增长的同时，洋
浦的招商工作也取得了开门红。

据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针对产业招
商方向拓展招商渠道、伙伴，重点对
接医保商会、承包商会等渠道，与德
国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拓展中德渠道；新增工商
银行、招商银行、海南银行等金融生
态伙伴，参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

新加坡制造商协会在线论坛、中国医
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海南自由
贸易港最新医药健康产业投资优惠
政策及案例分享线上交流会”进行相
关招商推介。截至一季度末，该公司
累计接洽554家企业，涉及粮油食品
加工、先进制造、保税维修、跨境电
商、仓储物流、大宗商品贸易等领
域。共签约14个项目，其中产业项
目9个，协议投资额42.06亿元；外资

实体项目1个，贡献协议外资2000
万元。

据悉，洋浦投资促进局今年一季
度累计接洽企业584家，目前已开工
建设项目9个；引税企业共计完成税收
2.54亿元，其中平台经济企业完成税
收1亿元。与此同时，该局还签约引进
华琨食品、中质猎鹰、绿馨电子、航顺
健康等项目进驻保税港区，共计租用
保税港区标准厂房12400平方米、国

盛楼3800平方米。协议总投资额约
为4.8亿元。

“华琨食品年产1万吨进口树坚
果项目已于今年1月13日开工，目前
正在进行厂房装修，计划6月底完成
设备调试，7月投产运营。”洋浦投资
促进局副局长吴永健说，绿馨电子年
产2亿支加热不燃烧唤醒棒制造项目
于今年3月13日开工，预计今年9月
份建成投产，比协议提前3个月。

招商取得开门红

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洋浦港口生产
情况整体快速增长，在集装箱班轮航
线增加和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加
注保税油的政策驱动下，集装箱吞吐
量同比增幅远高于货物吞吐量增幅。

港口货物吞吐量1356.19万吨，同
比增长9.55%；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4.92
万标箱，同比增长72.58%；货重273.58
万吨，同比增长51.77%；其中外贸集装
箱为5.76万标箱，同比增长62.71%。

据介绍，洋浦港稳定运行的集装
箱船航线达到33条，其中外贸航线
14条，分别连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

亚、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内外
贸同船运输航线4条，分别连通海口、
南沙、天津、锦州港等地；另有15条内
贸航线连通国内沿海主要港口。

此外，随着“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
策效应的不断释放，吸引近百家航运企
业进驻洋浦，新增注册船舶107艘，其
中28艘为“中国洋浦港”国际船舶，总
载重吨达535万吨，占国内登记的国际
船舶载重吨的9%。因此带动洋浦水运
周转量取得跨越式增长，一季度完成水
运货运量 2875.48 万吨，同比增长
525.32%。货物周转量达2022.39亿吨
公里，增长约25.4倍，形成增加值约20

亿元，对GDP增长贡献率57.7%。
洋浦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192

亿元，增长10.2%，其中海南炼化产值
113.2亿元、增长17.2%，对工业产值
增长贡献率达93.1%。

大宗商品贸易的红利开始显现：
一季度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达
412.3亿元，增长约9.8倍。一方面，
洋浦很多贸易企业都是去年9月以来
新落户的企业，今年这些企业带来的
经济效益正在显现；另一方面，原有的
企业扩大业务范围，将大区增量结算
业务和国际离岸贸易业务放在洋浦。
此外，今年3月中石化化工销售公司

设立海南子公司，将海南炼化及岛内
客户原在华南公司的结算业务，以及
面向东南亚的结算业务放在洋浦。

作为海南自贸港“样板间”的洋浦
保税港区，一季度的成绩单也十分亮
眼。截至今年3月底，洋浦保税港区
累计注册企业927家，其中，今年一季
度注册企业282家，同比增长22.41
倍；预计完成进出口总值约26亿元，
增长4.7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0.2
倍；工业总产值完成1.2 亿元，增长
4.69倍；经营总收入245亿元，同比增
长64.74倍；进出口活跃企业数15家，
同比增长67%。

港口生产整体快速增长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保税港区内的标准厂房及海外仓项目，部分工人开始进行外立面装修。该项目完工后，将为入驻洋浦的企业提供生产经营
场所，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保税港区标准厂房
及海外仓项目开始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