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整顿

洋浦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为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设
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王冠丽）7月23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区召开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结大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洋浦自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清除了一批“害群之马”，整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建
立了一批长效机制，选树了一批政法英模先进典
型，落实了一批便民措施和为民实事，推动全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会议强调，取得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存在
的不足和突出问题。各单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加大存量问题清理力度、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强化教育整顿成果转化、提高解决突出
问题的能力、积极开展建章立制，不断推进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
任担当，锤炼过硬本领，锻造纪律作风，扎实做好
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社会和谐各项工作。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要求，全体政法干警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锲而不舍铸忠诚，切实强化党对政法
队伍的绝对领导。要学思践悟提站位，慎始如终抓
教育，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把英模教育和警示
教育相结合，引导政法干警心存敬畏、守住底线。要
依法治警严管理，担当作为提能力，不断提高政法工
作能力和水平。要久久为功改作风，清正廉洁树形
象，全面正风肃纪，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
军，为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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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浦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窗口三
楼，对于洋浦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
科长刘晓来说，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审
批市场主体的注册申请。

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洋浦新增市场主体
6959户，同比增长309.59%，平均每
天新增38家市场主体。其中，新增企
业2705户，同比增长233.95%。

截至今年6月底，洋浦累计实有
市场主体 31788 户，其中内资企业
1463户、私营企业8476户、外资企业
183户、个体工商户21599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67家。较去年同期相比，内
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增幅均
超过100%。

作为海南自贸港的“样板间”，今
年上半年洋浦保税港区进出口总值达
83.5亿元，同比增长13.24倍。截至7
月19日，洋浦保税港区累计注册企业
1605家，其中今年以来累计注册企业
955家，增长近11倍。

“期中”考试已结束，洋浦已将目
光瞄准“期末”考试。洋浦工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洋浦将继续按照“按月抓，
周跟踪”要求，实时分析工作中存在的
短板弱项，制定有效措施，确保落后指
标迎头赶上；积极推动已落地政策持
续释放红利，打好“组合拳”，发挥“1+
1>2”效应，同时针对近期出台的加工
增值内销免征关税等政策，谋划具体
项目，选择适用企业先行先试；坚持项
目为王，积蓄发展动能，抓好产业链关
键节点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和
项目加入，形成投资集聚效应；建立重
点项目跟踪服务团队，确保专人盯、全
程盯，盯落地、盯开工、盯投产；借鉴国
内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继续出台优化
营商环境举措，当好服务企业“店小
二”，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洋浦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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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7月16日召开的
2021 年上半年全省
经济形势分析会，通
报了主要经济指标
“按季抓、月跟踪”第
二季度最佳实践奖和
典型经验，洋浦经济
开发区分别获综合类
最佳实践奖和单项指
标最佳实践奖。

今年上半年，洋
浦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亮眼，其中地区生产
总值 185.0 亿元，同
比增长62.4%；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7.3%。两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
名列前茅。

成绩亮眼的背
后，得益于今年伊始，
洋浦就明确提出要以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
就是决战”的拼搏姿
态，铆足马力、上足发
条，盯紧盯实各项指
标，坚决破除“年底冲
刺依赖症”，确保平
稳、有序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洋浦工委书记周
军平表示，下半年洋浦
将紧紧围绕“首要是发
展、关键是高质量”，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洋浦产业发展战
略和方向，做大流量、
提升质量，加快将洋浦
建设成为全省高质量
发展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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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洋浦经济严格按照《海南
省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按季抓、月
跟踪”工作方案》的要求，自我加码加
压，提出“按月抓、周跟踪”，推动指标
任务项目化、具体化、责任化，以“起步
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拼搏姿
态，狠抓经济工作，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快速增长。尤其是洋浦经济的“三大
引擎”——工业、贸易、港航，受全球经
济逐渐复苏影响，加之海南自贸港政
策落地赋能，迸发强劲动力。

工业方面，生产强势反弹，工业总
产值稳步上升。上半年完成403.4亿
元，增长21.0%，特别是今年6月首超
疫情前水平。其中海南炼化完成
242.4亿元，增长32.9%；金海浆纸完
成64.2亿元，增长6.4%；汉地阳光完
成13.9亿元，增长17.2%。

贸易方面，交易量逐步放大，外贸
进出口完成251亿元，增长25.2%；限
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达1375.3亿元，
同比增长617.8%。主要是受国际原
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国内消费端需
求增加，国内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从
而推动石油及制品这两类商品销售额
大幅度增长。

港航方面，保持持续增长，其中港
口吞吐量2766.9万吨，增长0.9%；集
装箱吞吐量56.5万标箱，增长56.7%；
水运周转量完成3884.72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23.4倍，拉动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20.6个百分点。

在海南自贸港多重政策利好的
作用下，截至6月30日，洋浦新增航
运企业 207 家，新增注册船舶 58
艘。目前，洋浦已开通集装箱班轮航
线35条，其中外贸航线14条，内贸
航线21条。

得益于工业、贸易、港航“三大引
擎”的全面发力，今年上半年洋浦全口
径财政收入119.1亿元，增长44.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6亿元、增
长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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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业、贸易、港航“三大引
擎”，洋浦上半年表现亮眼的还有固定
投资，同比增长487.3%，增速创历史新
高，超过序时进度24.6个百分点，已超
过去年全年投资额1.5亿元。

据介绍，截至6月30日，洋浦已纳
统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共
有56个，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0%。上半
年新增纳统项目22个，完成投资10亿
元，拉动全区投资增长13.5个百分点。

从产业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区产
业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561.1%，产业
投资占全区投资的比重为80%，贡献
率达81.8%。其中工业投资增长显著，
完成69.5亿元，同比增长630.6%。

从公共领域投资来看，上半年全
区公共服务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310.5%。其中，教育投资较去年同期
增长491.1%。

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上半年全
区基础设施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400.7%。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较去年同期增长717.1%。

据洋浦经济发展局局长张勇军介
绍，今年上半年，洋浦的固定投资表现
如此亮眼，主要是百万吨乙烯项目的
拉动，截至目前，百万吨乙烯项目已完
成投资额 53.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107.62%。随着新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对投资的贡献作用将逐步增强。

此外，洋浦的产业链招商成效十
分明显。据了解，洋浦针对石化新材
料产业园进行精准招商，引进了一批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环保水平
的项目。目前，已引进包括中科启程、
中石化仪征化纤、金发科技、道恩集
团、恒河新材料、巴陵石化、东方雨虹
等行业细分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新材
料产业链相关项目，打造炼油、烯烃、
芳烃“三路并行”的绿色油气全产业链
基地。目前在洋浦落地的石化新材料
产业链项目已达9个，总投资146.4亿
元，总产值约280亿元。

据悉，洋浦石化新材料产业园正在
洽谈的石化项目12个，落地后总投资将
超400亿元，年产值约500亿元，为洋浦
打造千亿级油气产业集群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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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都温
州工业园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金钢构）二期项目厂房近4
万平方米的屋顶上，布满了一排排光
伏板，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这是由中石化新星（北京）新能源
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
称新星海南公司）在洋浦投资建设的
首个分布式光伏电站。在不改变原有
的屋顶结构、通风和采光情况下，在厂
房屋顶上安装了8912块光伏组件、
36个汇流箱，并配套建设升压逆变和
并网设施。

据新星海南公司总经理李宏武
介绍，该工程总投资1500万元，装机
容量为3.92兆瓦，设计运行期为25
年，首年发电量511万度，25年平均
年发电量480万度，相当于每年节约
标准煤1466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3880吨、二氧化硫9.5吨、氮氧化合
物约9吨。

华金钢构二期项目设有8条生
产线，主要生产大跨度钢结构厂房、
物流仓库、装配式建筑等钢构件，是
洋浦首个能生产加工100吨的重型
钢构件项目，年生产钢构件6万吨，
可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自该项
目于去年11月投产以来，截至目前
已生产3万吨钢构件，产值近3亿元，

其中为洋浦外国语学校、保税港区跨
境电商平台、标准厂房、凯丰幸福城
三期、100万吨乙烯项目等重点项目
提供钢构件产品。

据介绍，如果该厂满负荷生产的
话，一个月的用电量将达 30 万度
电。而新星海南公司建设的光伏电
站，利用光伏升压逆变一体机，把光
伏组件发的电升压到10千伏，接入
华金钢构变配电系统，为项目的生产
提供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剩余的电
量通过并入电网，进入千家万户。根
据双方的协议，华金钢构可享受折扣
电价，从而实现屋顶发电、屋内用电
的共赢。

光伏电站从今年5月31日发电

以来，截至7月23日，已发电100万
度。“由于享受了折扣电价，一个多月
来，我们厂电费节省了16万多元。”
华金钢构办公室主任张海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光伏发电是国家鼓励发展
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因此今年初，当
新星海南公司提出租用厂房屋顶建
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后，公司完全同
意，这非常有利于推动企业节能降
耗，实现绿色发展，助力海南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李宏武说，光伏发电是可再生能
源，其生产过程是利用光伏组件把太
阳能转变为电能，不排放任何有害气
体。华金钢构二期厂房屋顶铺设光伏
电站后，就经济效益来说，项目二期月

耗电量约30万度，采用分布式光伏电
站供电后，可享受折扣电价，为企业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太阳能电池
板对阳光有吸收及遮挡作用，盛夏季
节，厂房室内温度降低了4℃，不仅节
约制冷能源，还能给员工带来舒适的
工作环境。

据悉，中石化新星（北京）新能源
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以地热开发
利用为主的新能源专业公司。“目前洋
浦正在建设多个标准厂房，我们也在
跟洋浦控股公司在洽谈，准备在标准
厂房的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为
入驻标准厂房的企业提供清洁能源和
优惠的电价。”李宏武说。

（本报洋浦7月25日电）

洋浦华金钢构二期项目厂房安装分布式光伏电站——

屋顶光伏发电 助力节能减排

又一家私募基金入驻洋浦
增强对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本报洋浦7月2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近日，海南以莱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
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入驻洋浦经济开发区。
这是继上海道彤清辉投资管理公司设立的QFLP
基金之后，又一家入驻洋浦的私募基金。这两只
基金的落地，将金融要素进一步向洋浦集聚，增强
洋浦对企业金融需求的服务能力。

据介绍，海南以莱创业投资中心将以组合投
资方式，主要投资于智能短交通、人工智能、物联
网、机器人领域等前沿科技领域具有高成长性的
高科技项目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领域的创投基金
份额。该基金为九号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九号
（海南）控股有限公司与前海清岩华山投资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共同设立。

为提高跨境资金流动效率，降低汇兑成本，九
号有限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FT账户体系搭建了
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洋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上
述两只基金的落地，是海南自贸港促进跨境投融
资便利化政策落地的重要体现。两只基金的入驻
将加快构建相关产业生态体系，为实体产业赋能，
促进相关产业资源在海南自贸港不断聚合，加快
产业新旧动能衔接转换。

金融服务

洋浦三都区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洋浦7月2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黎启凤）为提高辖区居民群众识毒、
防毒、拒毒的意识，连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
办事处二级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组织网格员深入社
区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网格员向居民发放禁毒宣传单、宣传
手册以及印有禁毒宣传标语的袋子，向群众介绍
毒品的种类，提醒广大居民要向家人及亲朋好友，
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谨
慎交友，不要因为好奇而试图尝试毒品。同时号
召大家积极参与禁毒，营造全面禁毒的良好氛围。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再一次提高了辖区居民
对禁毒宣传工作的知晓率，使辖区居民对毒品危害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据了解，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
传资料1000余份，受教育群众达1500多人次。

禁毒宣传

洋浦新英湾区推进
征地搬迁工作
已签订搬迁协议289户

本报洋浦7月2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海南日报记者7月25
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获悉，该区办事处
加快开展征地搬迁工作，为5个重点项目提供施
工作业面。通过积极开展入户宣传和房屋丈量工
作，截至目前该区共签订搬迁协议289户，丈量房
屋近700户，搬迁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今年初，洋浦提出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
是决战”的奋斗姿态，铆足马力、上足发条，盯紧盯
实各项指标，坚决破除“年底冲刺依赖症”，确保平
稳、有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征地搬迁工作开展
以来，新英湾区办事处在涉及征地搬迁项目的社区
成立搬迁工作指挥部，统筹开展搬迁各项工作。

据了解，今年新英湾区搬迁涉及项目包含环
新英湾南片区道路贯通工程、高端制造业产业园、
洋浦大桥两侧升级改造、开源大道两侧观瞻、科创
园二期与三期等5个项目，共涉及1021户居民搬
迁安置。

征地拆迁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夜色下的厂区灯火辉煌，生产繁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今年上半年

工业
方面

上半年完成403.4亿元

增长21.0% 外贸进出口完成251亿元

增长25.2%
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达 1375.3亿元

同比增长617.8%

港口吞吐量2766.9万吨

增长0.9%
集装箱吞吐量56.5万标箱

增长56.7%
水运周转量完成3884.72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23.4倍
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0.6个百分点

洋浦地区生产总值 185.0亿元

同比增长62.4%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7.3%

新增市场主体6959户
同比增长3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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