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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洋浦

（林枫 整理）

2020年6月1日至今

洋浦国内国际船舶共新增登记 107艘，同比增加
3.6倍，新增船舶运力600.1万吨，同比增加37.5倍

其中国际船舶达 28艘，运力达 475.9万吨，总载
重吨约占国内登记国际船舶载重吨的 10%

2020年洋浦经济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279.6亿元，增长 10.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6亿元，增长 15.3%

固定资产投资88.1亿元，增长91.4%

新增市场主体 13794户，增长419.4%

港口吞吐量5664.4万吨，增长 13%
集装箱吞吐量 101.9万标箱、增长44%

经济指标实现倍数增长，全年新设企业502家、增长35倍
其中外企17家、到位外资 1.9亿美元

经营总收入451亿元，增长20倍

工业总产值2.5亿元，增长 1.8倍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亿元，增长30倍

税收 1亿元，增长 7.4倍

外贸额21亿元，增长4.6倍

全年累计签约引进产业类项目50个，贸易企业57家
其中世界500强 10家、中国500强6家

引进各类人才 1337人，其中外籍人才2人

引进石化、航运、法律、先进制造等人才团队 11个

2020年
洋浦保税港区新设企业508家、增长35倍

其中外企 17家

经营总收入451亿元，增长20倍

工业总产值2.5亿元，增长 1.8倍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74亿元，增长21倍

税收 1亿元，增长 7.4倍

外贸额22亿元，增长4.7倍

洋浦将港产城融合作为推进洋浦自贸港建设和长
远发展的固本举措，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商业生活
等各方面配套建设着手，打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的良好环境，积极谋划构建“港大、产强、城优”
的港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加快教育医疗事业发展，加大中小学校软硬件投
入，红黄蓝国际幼儿园已开园；与武汉外国语学校合
作，投资7.3亿元建设的12年一贯制国际学校将于今
年9月建成开学。加快洋浦医院发展，面向全国引进
高级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5人，投入3550万元购

置一批高端医疗设备。疾控中心、三都卫生院、干冲
医院标准化和洋浦医院发热门诊正加快建设。

完善文体商业生活服务配套，投资5.2亿元的滨海文
化广场提前半年建成，高标准的电影院、图书馆已运营，
其他场馆近期将投入使用；总投资7.5亿元的集文化休闲
为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总投资10.6亿元的航运大厦和总
投资7亿元的国贸大厦相继开工，将成为洋浦新地标。
人才房一期1420套正在加快建设，其中662套已面向区
内引进人才销售；搬迁安置房4922套已完成前期工作。
滨海公园二期正在加快建设当中。

打造宜居宜业生态环境，完成环境容量评估和“三线
一单”编制；持续开展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完
成海南炼化、金海浆纸超低排放改造，在新项目逐渐投产
情况下，主要污染物排放不增反降，相较2016年，2020年
各污染物明显下降，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100%，PM2.5
平均浓度为13微克/立方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100%。

推动环新英湾地区融合发展，积极谋划创新环新英
湾地区协同发展机制，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
准、统一管控”的原则，推进洋浦-儋州环新英湾地区一
体化发展。积极研究行政区域设置，统筹谋划产业发展

和空间布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环新英湾地区生
态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五网”一体化建
设。先期推动交通先行，重点做好疏港高速和环湾道路
项目，推动横线高铁连接洋浦，加快洋浦铁路支线前期工
作，构建环新英湾交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潮涌洋浦港，奋楫正当时。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
示，洋浦将把初心和使命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
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本版策划/林枫 撰文/林枫 灵军）

近30年来，洋浦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45倍，一座产业兴旺、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临港滨海城市正在崛起

洋浦：潮平南海阔 扬帆正当时
站在洋浦大桥上看洋浦经济开发区，左边是

繁忙的洋浦港码头，远处是产业园区；右边是生活
区和风景迷人的环新英湾。“以前啊，去一趟对岸
的白马井，要从我家旁边的渡口坐半个多小时的
渡船。现在呢，从洋浦大桥过去才几分钟，十分方
便。”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洋浦人，今年68岁的
蒲皆循见证了洋浦从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渔
村蜕变成为海南经济重镇的发展过程。

从1987年1月洋浦港破土动工，到1992年国
家批准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说，洋浦经济开发区
因港而生，因港而兴。建开发区近30年来，在一批
批洋浦建设者的努力下，洋浦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2年的6273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279.6亿
元，增长了445倍。一座产业兴旺、环境优美、宜
居宜业的临港滨海城市正在崛起。

洋浦能够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并非偶然，靠的是自身天然良港条件和
区位优势。早在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就有在洋浦建设港口的设想。民主
革命先驱孙中山撰写的《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建设洋浦港，发展近代工
业和航舶业。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讨论国家经济计划时，曾
把洋浦港列为中国未来200个万吨级泊位码头之一。

洋浦之所以受关注，皆因为其位于泛北部湾中心地带，深水近岸、避风
少淤，深水岸线长达30多公里，可建万吨以上泊位80多个，是北部湾距离
国际主航线最近的天然深水良港，与周边20多个主要港口城市直线距离
不超过500海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1972年4月，洋浦港建设被列入国家建港发展规划。按照总体设想，
洋浦将作为海南石油化工基地，吸引外资开发，把洋浦建设成为现代化外
向型港口城市。1984年9月，海南行政区启动洋浦港城总体规划编制。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海南岛洋浦港城规划设计》。该规划通过后，
1987年1月8日，洋浦港起步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一期建设2个2万吨散货
泊位和1个3000吨工作泊位，一条59.2公里长的疏港公路。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省委省政府决定引进外资开发
洋浦，带动全省开发建设。

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洋浦为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洋浦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封关运行后，因种种原因，洋浦的开发建设进入了较长时间的调整
期。直到2004年10月，洋浦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明确提出“大企业进
入，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和“一港三基地”的产业定位。随着投资均超百
亿元的金海浆纸和海南炼化先后开工，洋浦的发展开始加快。经过10多
年的发展，先后有汉地阳光、汇智石化、逸盛石化、凯美特气体、中石化（香
港）公司、国投孚宝、华信石油等企业相续进驻石化功能区，100万吨芳烃、
100万吨乙烯、25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等重大石化项目纷纷落户，石化、芳
烃产业链节点逐一打通，洋浦的石化产业链不断壮大。

航运物流产业方面，洋浦目前已建成码头泊位47个，年通过能力1.1
亿吨，其中集装箱通过能力225万标箱。开通内外贸航线33条，实现国内
沿海和东南亚国家主要港口全覆盖。洋浦先后被评为国家首批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和国家首批绿色园区。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后，洋浦主动扛起先行区示范区的使命担当，积极发挥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功能平台作用，全速推进《总体方
案》赋予洋浦的5项独有政策和省委省政府支持洋浦先
行先试的若干项政策落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扎实落实
早期安排，全力争取早期收获，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
了初步成效。

一是“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政策。在《总体方案》
发布的当天，首艘国际船舶正式登记“中国洋浦港”，率先
实现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目前“中国洋浦港”登记国际
船舶达28艘，运力达475.9万吨，总载重吨约占国内登记
国际船舶载重吨的10%。受国际船籍港政策的带动，一

年来洋浦国内国际船舶共新增登记107艘，同比增加3.6
倍，新增船舶运力600.1万吨，同比增加37.5倍。

二是境内建造的船舶在“中国洋浦港”登记并从事国
际运输给予出口退税政策。2020年12月17日，洋浦顺
利完成全国首票退税业务，目前共对符合条件的6艘国
际船舶完成退税，金额约2.63亿元。

三是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允许加注保税油政策。《总
体方案》印发后，洋浦第一时间组织洋浦海关、海事、交通
等部门，研究操作流程并进行测试推演，于2020年6月4
日顺利完成首单74吨保税油加注监管测试，先后共开展
6次测试。2021年2月26日，海关总署等五部委正式印
发实施通知后，4月8日，洋浦正式开展首单加注业务，目

前累计完成4单共2003.5吨境内船舶保税油加注业务，
为航运企业减少30%的燃油成本。

四是启运港退税政策。2021年1月5日财政部、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政策实施通知后，洋浦于4月3日
顺利开展首单业务，目前，共完成2票业务，提前退税
13.97万元。

五是洋浦保税港区试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
进出口管理政策。洋浦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将洋浦保
税港区作为自贸港的“样板间”来打造，集中精力烧开保
税港区“这壶水”。在硬件方面，启动了保税港区整体风
貌提升工程，完善监管查验设施，盘活现有土地、厂房等
资源，加快标准厂房、保税仓建设。在软件方面，配合省

商务厅搭建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已于2020年9月底上
线一线进出境径予放行、二线进出口单侧申报、区港联动
等部分功能。

洋浦积极落实其他政策：一是离岸新型国际贸易结
算便利化试点。2021年3月31日，洋浦在保税港区挂牌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先行示范区，并对标新加坡出台《全球
贸易商计划》。截至2021年5月，已完成13.17亿美元贸
易额。二是率先适用“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可以设
立理工农医类学校”政策，引进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
目。目前，校园选址、用地规模、建设模式等事项已明确，
正在开展校区征地，计划今年采取过渡办学方式先行首
期招生。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洋浦多项经济指标滞
后。8月8日，洋浦工委管委会推出一系列稳增长措施，
集中力量打一场稳增长百日攻坚战。同时在海南自贸港
政策红利的有力驱动下，洋浦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
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

经济指标大幅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2020
年上半年的下降5.7%到全年实现增长10.5%，

2021年1月至5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完成332.7亿元，增长19.7%；限额以

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947亿元，增
长约8.1倍；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15.5亿元，增长13.3%；实际利用外资5825万美
元，增长约8.9倍；外贸进出口预计完成190.9亿元，增长
10.5%，增速由负转正。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列全省第一，并
获评全省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综合类“最佳实
践奖”第一名。

市场主体倍数增长，从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
月底，洋浦新增市场主体17927户，同比增长3.3倍，其
中，新增企业4492户，较2020年同期增长3倍；新增外
资企业78户，增长12倍。

优质项目加速落地，洋浦组建高水平招商团队，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投资咨询服务。近1年来，共

签约落地项目53个（含临高金牌港开发区），项目总投
资额约264.6亿元，其中，2020年签约落地项目35个，
总投资额约199.75亿元，增长97%；2021年1月至5月
签约落地项目18个，总投资额约65.58亿元，增长近4
倍。目前落地的项目中，有国药集团大健康产业研发
生产总部基地、澳斯卡年加工100万吨健康油脂项目、
玉玲珑琥珀和田玉制造项目、上海延安医药药妆保健
品进口生产项目，以及寺库集团、卓志集团、淘豆豆等
业内知名跨境电商企业。

固定投资高速增长，2020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8.1亿元、增长91.4%。2021年计划投资120亿元，增长

36%。为此，洋浦谋划并加快推进89个总投资151.1亿
元政府投资项目、49个总投资725.5亿元社会投资项目
建设。2021年1至5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9.7亿元，增
长约3.7倍。

港航产业乘势启航，2020年全年洋浦实现港口吞
吐量5664.4万吨、增长13%，集装箱吞吐量101.9万标
箱，增长44%。2021年1月至5月，港口吞吐量累计完
成2335.14万吨，增长5.3%；完成集装箱量45.09万标
箱，增长达57.27%；完成水路货运量4769.77万吨，增
长4.8倍；完成水路货物周转量3194.77亿吨公里，增
长23倍。

“十四五”时期，洋浦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

区、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目标要求和做好
“基地、通道、平台”三篇文章的工作部署，主动融入新
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坚持高新
技术、高附加值、高环保门槛的方向，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自贸港打牢实体经济的支撑。

壮大新材料产业。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延
长炼油、烯烃、芳烃产业链条，聚焦可降解塑料、改性材料、
特种牌号聚烯烃、高端材料、特种流体等新材料，着力打造
国际化绿色高端新材料基地。当前，烯烃、芳烃下游新材
料产业链项目已落地9个，包括中科启程、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金发科技、道恩集团、恒河新材料、巴陵石化、东方雨

虹等8个项目业主均为行业细分领域的冠军。2021年将
有8个项目建成，总投资90亿元，年产值约235亿元、税收
约11亿元。

发展新能源产业。以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建
成后年产8万吨氢气为基础，谋划和推进制氢、储氢、输氢
装备设备制造，助力全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引入中国石化新星公司、新奥集团、凯美特气体投资建设
光伏、生物质、氢能应用场景，推动新氢动力等新能源制造
项目落地。

培育智能制造产业。在已有工业机器人制造、自动化
装备制造、高端食品加工、保税检测维修等先进制造业项
目落地的基础上，建设“一园、一港、一基地、一平台”。“一
园”即中德产业园，充分利用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技

术研发、人才培养和企业资源，推动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应
用技术研发及配件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目落地，
同步发展一体化生产性服务业。“一港”即国际健康食品
港，聚焦“四特一标”产业，即发展以特需、特医、特许、特产
及标准化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为代表的高端健康食品、保
健品产业。“一基地”即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基地，积极推
动玉玲珑玉石精深加工、友阿高尔夫球鞋及箱包等落地项
目建设。“一平台”即产业技术研发平台，目前石化新材料
院士工作站已挂牌运行；主动对接华东理工大学、海南大
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在洋浦设立科研院所，开展石化新材
料、精细化工品、海洋科技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推动科技
成果有效转化。

做大国际贸易业务，探索实施银行真实性审核从事

前审查转为事后核查等跨境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便利化
政策。利用现有产业的优质客户资源，重点导入能发挥
洋浦自身政策优势、经营OTC等特殊品类业务的跨境
电商企业，开展多元化业态尝试，推动形成跨境电商、
跨境结算、跨境数据处理等跨境电商产业链集群。

做强航运物流产业，紧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
划》提出“2025年达到集装箱吞吐量500万标箱”的目
标，按照650万标箱能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集装箱枢
纽港，争取2021年内开工小铲滩码头扩建、深水航道
扩建等工程，“十四五”期间开工疏港高速公路。今年
力争开通6条航线，通过制度集成创新进一步放大航
运政策效应，争取2021年内完成10余艘外籍船回归，
增强“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的竞争力。

得益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
和区位优势，洋浦曾多次得到青睐，又
因种种原因错过发展机会。如今，随着
海南进入自贸港建设新时代，洋浦又迎
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

1887年，清朝的两广总督张之洞
就曾设想在洋浦建设港口。

1919年,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撰写
的《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建设洋浦
港。

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
讨论国家经济计划时曾把洋浦港列为
中国未来200个万吨级泊位码头之一。

1972年，洋浦港建设正式列入国
家建港发展规划。

1974年1月17日，广东省设立建
港领导小组，决定启动洋浦港建设。

1983年6月2日，海南成立洋浦
港筹建办公室，同时编制洋浦地区总体
规划。

1984年9月14日，国家交通部在
海口举行洋浦港可行性论证会，确定洋
浦港一期建设规模。

1986年6月，海南行政区成立建
港指挥部。

1987年1月8日，洋浦港起步工程
正式破土动工，工程包括2个2万吨级
泊位和1个3000吨级工程码头,一条
长59.2公里的疏港公路，该项目被列
入国家“七五”重点工程。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
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开发洋浦的初
步协议，并上报国务院。

1989 年 4 月 28 日,邓小平审阅
《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
报》时作出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决定。

1990年1月洋浦港一期起步工程
竣工并投入使用，年吞吐能力达100万
吨。

1990年12月3日傍晚,“华佗”轮
成功停靠洋浦港,成为洋浦港开港以来
靠泊的首艘万吨货轮。

1991年1月19日，“婆基塔玛咪”
号开出洋浦港，成为洋浦港经过验收后
开出的首艘外贸货轮。

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
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

1992年6月26日，开发区基础设
施动工，洋浦开发建设拉开序幕。

1993年4月10日下午，洋浦经济
开发区管理局（正厅级）挂牌成立，正式
行使行政管理权。

1993年9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
区正式封关运行。

1997年 12月31日，开发区内基
础设施投资43亿港元，基本实现“五通
一平”。

2003年1月，洋浦首个投资超百
亿元的大项目金海纸浆厂动工兴建。
2005年3月25日建成投产。

2004年 1月3日，海南炼化800
万吨炼油项目动工，2006年9月28日
建成投产。

2004年10月，洋浦提出“大企业
进入，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和“一港三
基地”的产业定位。

2005年，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
发公司重组方案,政府成为洋浦开发的
主导。

2006年5月15日,洋浦迎来首艘
30万吨货轮“诺神”号油轮停靠。

2007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同
意设立洋浦保税港区。

2008年11月20日，洋浦保税港
区封关运行。同年洋浦控股公司成
立。

2010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洋浦
管理局更名为洋浦管理委员会，洋浦控
股公司成建制划入，建立了集经济、社
会、行政于一体的党政企联席机制。

2011年 12月26日，省委决定全
面加快洋浦开发建设的决定，围绕“一
港三基地”的产业定位，使洋浦成为海
南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2013年10月9日，儋州市三都镇
并入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面积从69
平方公里扩大到114.7平方公里。

2018年 12月28日，洋浦单体投
资最大的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

2019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将洋浦
打造成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当天船籍港政
策在洋浦实施，成为落地最快的海南自
贸港政策。

（林枫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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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港而生因港而兴

政策快速落地见效

经济增长动力强劲

港产城融合促发展

做大做强五大产业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景象。袁才 摄

洋浦大力推进港产城融
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滨海
城市。

邓晓龙 摄

作为海自贸港的“样板间”，洋
浦保税港区内已有多个项目
建成投产，图为寺库免税和
高端商品智能制造产业
园。 林枫 摄

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入驻洋浦保税港区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产业园。
林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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