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装箱量完成 10.6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45.76%

水路货运量913.36万吨

同比增长4倍

完成水路货物周转量577.41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近20倍

累计完成集装箱量45.09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57.27%

累计完成水路货运量4769.77万吨
同比增长4.8倍

累计完成水路货物周转量3194.77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23倍

制图/张昕

洋浦港口吞吐量

累计完成2335.14万吨

同比增长5.30%

其中内贸吞吐量 1128.87万吨

同比增长33.69%

5月份
洋浦港口吞吐量仍持续增长

完成499.23万吨
同比增长4.32%

今年1月至5月

本报洋浦6月1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尽管受部分亚
洲国家疫情出现反弹影响，波及全球
供应链，但5月份洋浦港口吞吐量仍
持续增长，完成499.23万吨，同比增
长4.32%，1月至5月航运数据同样亮
眼，集装箱量增长57.27%，水路货运
量增长4.8倍，水路货物周转量增长
23倍。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19日

从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海洋
局获悉的。

数据显示，在洋浦港5月份的港
口吞吐量中，内贸吞吐量增长较快，达
234.50万吨，同比增长9.88%。同时，
受集装箱板块的带动及国投洋浦港、
金海浆纸码头大宗散货进出港增加等
积极因素的影响，洋浦港5月港口吞
吐量增长较快，其中，国投洋浦港吞吐

量涨幅最大，同比增长42.24%，煤炭、
矿建材料、水泥、粮食、金属矿石等进
出港量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煤炭吞
吐量增长显著。

洋浦航运产业的高速发展，除了
受益于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影响
外，也得益于洋浦工委管委会的主动
作为。比如，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
通过建立“周保月、月保年”监测机制，

高度重视企业提出的各项诉求，顺利
完成了洋浦港区疏港大道二期工程专
项验收，提升了港口集疏运能力，保障
了港口指标快速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中谷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于去年在洋浦注册新公司
后，开始在洋浦布局航运产业。今年
5月下旬，短短10天之内，相继开通
了洋浦至广西钦州、洋浦至广州东江

仓两条内贸支线，分别连通了营口、青
岛、上海、厦门、虎门、东江仓、高栏、南
沙、湛江、海口、三亚、钦州等地的港
口。截至目前，洋浦的内贸航线达17
条，含6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

据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局长黄
澎介绍，今年，洋浦计划新开通内、外
贸航线5条，使航线总数达到38条，
加快吸引航运要素向洋浦集聚。

集装箱量增长57.27%，水路货运量增长4.8倍，水路货物周转量增长23倍

洋浦1月至5月航运数据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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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周文）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批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海口国家高新区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狮子岭工业
园一期东片区、云龙产业园一期三片
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顺利获批。海口国家高
新区再次斩获“首单”业务，为自贸
港产业建设按下“加速键”，预计10
个具有自贸港显示度的产业项目土
地将在6月底前密集挂牌出让，产业
用地面积约360亩。

《方案》明确了园区成片开发的位
置、面积、范围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基本
情况；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
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成片开发的
土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评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
个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
性用地比例等内容。

据了解，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范围分别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
狮子岭工业园一期东片区、云龙产业

园一期。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以医药及
医疗器械、先进制造为主导，重点发展
医药生产研发与认证、医疗器械生产
研发、与医药相融合的新型产业、高端
低碳轻型制造业、现代物流等产业；狮
子岭工业园以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
料为主导，重点发展高端食品加工、新
能源技术开发与应用、电气装备、轻工
包装业等产业；云龙产业园以节能环
保和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重点发展
降解新材料、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同时与江

东新区的临空产业园协同打造海口市
东部制造基地。

此前，高新区已全面梳理了园
区土地资源，对园区招商项目、开发
时序分年度进行了规划，在镇政府
的协调下，逐个走访村委会和村民，
详细讲解园区成片开发方案内容和
意义，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维护
了农民合法权益。省资规厅也第一
时间组织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专家学者，对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
进行充分论证。

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方案》加大了园区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保
障力度，注重保护耕地，注重节约集
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全面体
现了集约节约用地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理念。该《方案》的实施将在坚守
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
为园区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用地空间，
提高土地征收以及项目落地的效率，
助推园区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三统一”成效。

海南首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获批
10个产业项目土地将于本月底前密集挂牌出让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王培
琳）6月19日，为期两天的2021中国
文博产业发展峰会在海口开幕。峰
会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指导，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民营
文化产业商会共同主办。

据介绍，本次峰会旨在通过向国
际国内宣传海南开展国际文化艺术品
交流交易的政策优势和营商环境，展
示海南在发展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上
先行先试、突破创新的决心和力度，探
索海南自贸港国际艺术品交易业态的

发展路径和实施方略，吸引优秀的艺
术品经营和服务机构落地海南。

峰会上，海南国际文化艺术品交
易中心正式开业，“中国海外回流文物
艺术品征集展示中心”“博物馆知识产
权服务中心（海南）”“国际文物交流平
台（海南）”“中国文博产业发展智库”
被正式授牌，同时本次峰会还设置了
多个文化艺术品交流、品鉴环节。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文
博产业、大数据、区块链领域的院士、
专家、学者、企业家约350名嘉宾，将
围绕“文化艺术品交易模式的科技支

撑”“创建跨境艺术品交易的有利环
境”等议题，探讨如何引领和推动文
化艺术品的国际化、专业化、标准化、
数字化创新发展。

峰会上，与会人员还将深入研讨
并加快推动国家南海文博产业园项
目建设。国家南海文博产业园是国
家文物局和海南省政府签约的部省
联建项目，海南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
中心是产业园的先导项目与核心企
业。产业园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
易港政策优势，通过整合文博、文产、
教育、金融、科技、旅游、会展等行业

顶级资源，打造文化、科技、金融融合
发展的现代产业集群，成为引领中
国、辐射亚太、影响国际的多业态协
调发展的现代化国际文博产业基地
和旅游目的地。

此外，此次峰会中还有中国博物
馆协会非国有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第九届博博会筹备会、2021大唐西市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光华永驻——中
国艺术经典拍卖之夜、2021国际当代
艺术联展、大唐西市2021珍瑞长安古
玩艺术品展、传承-2021徐悲鸿、戴泽
专题展览等10余项活动。

2021中国文博产业发展峰会在海口开幕
国际文物交流平台（海南）等被授牌

我省举办琼澳青年共话海南自贸港
交流活动

绘青春梦想
促自贸港发展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昂颖 实习生宋
文炜）6月19日，琼澳青年共话海南自贸港交流
活动在海口举行。澳门中联办教育与青年工作部
组织澳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15人与省青联、
省青企协等团体代表在海口座谈。

座谈会上，琼澳两地青年围绕海南自贸港背
景下的青年成长发展、青少年研学旅行产业发展
和旅游业态发展等主题展开探讨。与会期间，澳
门青年对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就投资置业、人才引进等方面提问交流。

“近期，团省委着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国兴筑
梦大道’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致力为琼澳两地青
年深入交流合作搭建广阔舞台。”团省委负责人表
示，琼澳两地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流合作，
探索打造琼澳青少年交流新模式，增进两地青年企
业家合作,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团省委将一如
既往为来琼就业创业的澳门青年人才提供就业创
业指导、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本次活动将开展为期4天的实地考察调研，
精选“海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研学路线，组
织琼澳青年从火山口青少年研学基地出发，途经
文昌航天发射场、东坡书院、霸王岭国家森林公
园、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等地，深入体验海南自贸港的风景之美、人文之
美、发展之美。

该活动由团省委、省委统战部、省委人才发展
局、省人社厅共同指导，省青联、国际旅游与区域
发展学会（澳门）、省青企协主办。

大华银行来琼考察
寻自贸港合作良机

本报讯（记者罗霞）6月16日，大华银行（中
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符懋赞一行到访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并到海南部分重点园区考察，着手深
化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

在大华银行（中国）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的座谈会上，双方就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重点
产业发展机遇等进行了交流。符懋赞表示，大华
银行将加强与海南经发局的联系与合作，最大限
度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积极调
动全球客户资源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努力
实现合作共赢。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海南经发
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对大华银行的服务，助力
大华银行在中国跨境业务的开展，共同服务境内
外优质客户。

会后，海南经发局相关人员陪同大华银行一
行前往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
高新区等进行考察调研。据了解，大华银行是亚
洲主要银行，拥有超过500间分行及办事处的环
球业务网，分布在19个国家和地区。

海南法院
3名个人1个集体获表彰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6月19日从海南省高院获悉，在日前召开
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
高人民法院对全国法院系统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其中，省高院民三庭
审判员尹茂平、省一中院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
庭副庭长王好、海口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审判员
焦南等3名同志获“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
个人”，海口海事法院海事审判庭获“涉外商事海
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一直以来，海南法院高度重视涉外商事海事
审判工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一是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效，海口海事法院顺利审结两宗海
洋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其中一宗为涉外案件），
初步形成了海事刑事个案指定管辖衔接机制，在
全国海事法院系统较早实现海事民事、刑事、行政
案件审判“三合一”；二是搭建全省涉外、仲裁、调
解多元解纷调解平台，省高院与中国国际贸易仲
裁委员会等十家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联系，建立
合作机制；三是建立全省涉外民商事及知识产权
审判工作联络机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加强沟
通，提升工作质效；编纂涉外商事审判手册，将两
百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和规则编入手册，
为全省涉外审判工作提供便利。

6月19日是第9个全国救助管理
机构开放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当日
开展了以“携手相助 让爱团聚”为主
题的开放日活动。

图为6月19日，在海南省救助管
理站，党员林志祥和受助人员在阅览
娱乐室下棋。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省救助管理
站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5808人次，护
送受助人员返乡510人次，为受助人员
购买返乡车船票4607人次，救助管理
工作成效显著。

省救助管理站在加强传统寻亲的
基础上，积极拓宽寻亲渠道，推行“互联
网+”寻亲，采集DNA血样寻亲、人脸识
别比对寻亲等模式。2016年1月1日
至2021年5月31日，省救助管理站共
帮助1100余名受助人员寻找到家人，
点亮了回家的路。
文/本报记者 刘操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本报三亚6月19日电（记者李艳
玫）6月18日，以“＃你好三亚”为话
题的“2021海南自贸港（三亚）网红创
作大赛”落下帷幕。本次大赛吸引了
数百位网红达人激情创作，累计参赛
作品1600多个，话题总播放量4.9亿
次，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三
亚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新形象。

三亚的美食、酒店景区、特色民宿
……大赛自4月11日启动以来，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百万至千万粉
丝量级的网红达人报名参与。两个月
以来，网红达人围绕三亚旅游打卡攻
略、三亚水上运动、免税购物等元素进
行旅游采风及短视频创作，以不同的
视角，发现、传递三亚之美。

当天的闭幕式上还举行了海南自
贸港直播示范基地揭牌成立仪式。该
基地将以电商直播与达人营销为主要
商业模式，通过“旅游+传媒+电商”的
方式，带动本地企业采用新媒体手段
提升经营效益。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局还将积极提升三亚旅游目的
地在各客源市场中的竞争力和知名
度，引国际客源、联国内市场、显三亚
特色。通过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
化运营机制，积极探索开放型旅游推
广新机制、新模式、新途径，促进三亚
旅游业的创新发展。

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
宣传进校园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良子）“什么是套
购走私？哪些行为是违法？如何筑好防线免受伤
害？……”6月18日晚，由省委政法委组织的打
击离岛免税套购违法犯罪法制宣传教育宣讲团走
进海南医学院国际报告厅，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防范套购走私法治教育课。海南医学院相
关负责人、在校师生600余人参加宣讲会。

宣讲会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庭副庭长
吴向东用生动朴实的语言,通过以案说法的方
式,从什么是套购走私等5个方面介绍了防范、
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的相关知识。吴向东以真
实案例分析了套购走私的后果以及所应承担的
责任。报告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过一个个鲜
活的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师生珍惜美好生活、远
离套购走私。

携手相助
让爱团聚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昂
颖）“青年（人才）筑梦驿站”揭牌仪式
6月19日在海口市演丰镇芳园国际
艺术村举行。我省首批15家筑梦驿
站当日同步上线，分别分布在海口、
三亚、文昌、澄迈、琼海、屯昌、白沙、
陵水等8个市县，提供不少于300个

床位，为来琼就业青年提供1天至3
天的免费舒适的住宿服务。

“青年（人才）筑梦驿站”是“海南
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打造的特色项目之一，由团省
委、省委人才发展局、省人社厅共同
发起，旨在为来琼就业的外地青年及

本省跨市县就业的青年提供一定期
限的临时免费住宿或优惠住宿，并配
套开展就业指导、政策推送、培训交
流、社会融入等相关服务，吸引更多
青年人才来琼发展。

“青年（人才）筑梦驿站”线上运
营平台也于即日起开通，符合条件的

青年可通过关注“海南自贸港国兴筑
梦大道”微信公众号，提交入住申
请。驿站项目还开发了“筑梦青年
卡”（电子卡），18周岁至35周岁的外
地青年持有“筑梦青年卡”，即使不符
合驿站免费入住条件，也可享受优惠
价格入住驿站。

我省首批15家“青年（人才）筑梦驿站”上线

梦想征途 从这里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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