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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10月19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
润彩）今年前三季度洋浦港口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97.54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40.75%，在年吞吐量100万标准
箱以上的海港中增速排名全国第
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日
从洋浦交通运输与海洋局获悉的。

面对疫情反复、航运市场波动、
航线调整、恶劣气候等多重不利因素
影响，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保持

“周保月、月保年”监测机制，紧盯全
年工作目标，高度重视企业提出的各
项诉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保障了
航线和港口指标的稳定。

今年9月，洋浦港口完成集装箱
量12.9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49%，
其中外贸集装箱量为3.74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105.95%。今年 1月至 9
月，洋浦港口累计完成集装箱量
97.5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0.75%，
其中外贸集装箱为22.58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68.36%。
洋浦持续做大水运市场，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利用“中国洋浦港”船籍
港和交通工具“零关税”政策优势，促
进航运要素集聚洋浦的成果显著。

据介绍，今年1月至9月，洋浦共
新增25家航运企业，新增54艘营运
船舶，其中9月新增4家航运企业、8
艘营运船舶；目前已有11艘享受“零
关税”政策的进口船舶投入水上运输，
预计年底前，洋浦航运企业还将陆续

进口5艘船舶；货物周转量达5680.80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60.98%，今年全
年货物周转量有望达到7000亿吨公
里以上，洋浦更加开放、共享、便利的
水运市场新格局加快形成。

目前，洋浦正加快推进公共粮油
码头、公共液化烃码头、航道改扩建
等港航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项目尽快
建成投用。同时采取超常规举措，支
持港航企业尽快投产，做好进出口通
道服务保障。

据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洋浦已完成全年
140万集装箱目标量的70％左右。
下一步，该局将加强与港口、航运、物
流企业的联系，做好年底冲量的服务
保障工作，同时推动“海口+洋浦”组
合港通关模式和洋浦国际集装箱码
头纳入保税港区范围，引导企业利用
先导性政策优势，开展多种形式业
务，确保日完成量达到4700标箱以
上，完成140万集装箱量的总目标。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 （记者
黄媛艳）三亚近日出台《三亚市抓项
目促投资奋战80天工作方案》，该市
将加大力度开展三亚市项目土地要
素保障百日攻坚战活动，集中精力抓
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重点推进
122个潜力项目加快建设，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

目前，三亚全市多部门聚焦主
业、协同配合，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该市已成立由四套班子领导作为项

目责任市领导，重点推进122个项
目建设，着力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
难问题，集中力量扩大有效投资。
项目责任市领导负责推进各自分管
的项目建设工作，实行项目周调度
机制，通过会议、现场办公会议及跟
进落实情况等方式进行项目调度，
并指派专人紧盯议定事项落实情
况，及时解决项目困难问题，推进项
目顺利建设。

项目建设涉及多方，三亚精准施

策，通过实施区域评估、推行“以函代
证”、减少互为前置、推行承诺制、加
快投资评审、落实并联审批、加快征
地拆迁等多项措施，进一步简化、优
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查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实
施。同时，三亚探索建立投资纳统项
目管理台账，科学统筹项目从前期谋
划到入库纳统全过程，并注重跨区域
项目纳统工作，建立与各项目业主单
位顺畅、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主动

服务项目业主，确保项目每月及时申
报投资，做到应统尽统；继续实行“红
黄绿”亮牌机制，根据每月各区投资
任务及重点推进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进行亮牌，对推进投资工作迟缓、执
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进行
约谈。

为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工作，
三亚加大力度开展全市项目土地要
素保障百日攻坚战活动，全面落实
《三亚市开展项目土地要素保障百日

攻坚战活动实施方案》，全力解决安
置区建设、征地拆迁、土地收储、土地
供应等一批制约项目投资的问题，努
力做到“土地等项目”，落地项目年内
开工入库，已开工项目加快形成实体
工作量。同时，该市着力提升政府投
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对于前期工作
不力、资金使用率不高的项目，加快
将资金调剂到急需的项目中，切实保
障可形成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加快
项目投资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记者
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日从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今年以
来，海口江东新区以高质量完工为目
标，以高效率推进为着力点，强力推
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截至9月底，
已开工路网基础设施项目60个，完
工19个，总投资将达到264.73亿元。

作为联通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
的“大动脉”，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路

网项目（一期）至关重要。该项目新
建道路工程28条，总长约17.2千米，
建成后将助力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
提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功能”，
促进路网一体化发展。

海口哈罗学校、海口江东寰岛
实验学校两所重点校园，其周边出
行问题备受关注。为保障校园周边
的出行便捷、安全，目前两所校园周
边配套路网工程已完工。据悉，哈

罗学校周边配套路网工程包含3条
道路；海口江东寰岛实验学校周边
配套道路工程长1074米，该条道路
将服务海口江东寰岛实验学校、海
口哈罗学校及附近的振家村，起到
改善交通环境，助力区域人气加速
集聚的作用。

海文北路是衔接海甸岛与海文
高速的重要通道，该项目北起江东大
道，南至红城湖路路口，与原白驹大

道相接，道路全长2992米。道路建
成后，将对区域路网结构的完善、周
边地块的开发、江东新区的经济建设
等起到重要作用。

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云美大
道（临云互通段）项目由云美大道、东
进场路部分路段及临云互通三项目
段构成。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美兰
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实现航空、环
岛高铁、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

多种交通方式便捷转换，加速推动江
东新区开发建设。

“道路通达，是作为一个地区经
济实力发展的重要指标。众多路网
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工，起到了路网贯
通、管网连通的积极作用，充分实现
了海口江东新区区域的连通性、系统
性、功能性，能够保障产业项目顺利
落地。”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海口江东新区已开工路网基础设施项目60个

道路正通达 发展已提速

三亚开展抓项目促投资奋战80天工作

重点推进122个潜力项目加快建设

今年前三季度：

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97万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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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区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多维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王聘钊）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日从海口市美
兰区获悉，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
美兰区营商环境，美兰区正式成立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班，通过充分调动各方改革的积极性、主动
性，加快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努
力实现到2025年美兰区营商环境总体水平达到
国内一流的目标。

据了解，成立工作专班主要目标是全面对标
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在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优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法治环境等方面精准发
力，将美兰区建设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承载区
的重要城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核心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展示区、现代化国际
化中心城区等五大战略定位。

工作专班成立后将严格落实会议、清单管理、
协调会商、工作通报、督促检查制度，对全区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统筹协调和系统谋划，组织研究制
订总体方案和年度重点工作计划；督促、检查、推
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建
立健全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和符合美兰特色
的营商环境绩效考核体系，组织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绩效考核工作。

海控美丽乡村公司与国潮嘉年华签约合作

打造沉浸式红色真人秀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邵长春）10月

19日，海南海控美丽乡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潮嘉
年华（海南）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海口举行合
作签约仪式，将联手在海控旗下瑶城及盐恬等项
目打造沉浸式红色真人秀，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据悉，海控美丽乡村公司将依托国潮嘉年华
在产品开发，文旅项目策划上的优势，为瑶城及盐
恬等项目开发文化产品，打造项目特有的真人秀
剧本，并合作开发夏令营、国学研学、拓展训练等
文化旅游产品，共同将文旅板块做大做强。

双方还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以文化内容赋能
项目，重新定义旅游模式，形成一条新的旅游产品
线。据悉，目前国潮嘉年华已编写完成两个红色
题材剧本，并将推出更多红色题材的剧情沉浸式
真人秀。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新校址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计划明年9月投入使用。图为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测量模板间距。

➡俯瞰已经主体完工的白沙黎族自治县第
一小学新校址项目。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评定首批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示范学校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经省教育厅、省
卫健委组织统一复评，认定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等20所学校（幼儿园）为首批“海南省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学校”。

近年来，我省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加大近视防控知识宣传，加快中小学校视觉环境
改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可升降课桌
椅配置基本实现全覆盖，有力提升了我省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水平，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全省儿童青少年综合
近视率为41.57%，低于全国11.13个百分点。

省医疗保障局聘任
121名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

加大监督
守好医保“钱袋子”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孙慧）10月1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近日该局
聘任了121名医疗保障基金社会监督员，进一步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规范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点医药
机构的管理和服务行为。

根据国家、我省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改革的有关
指导要求，省医疗保障局建立医保基金监管社会监
督员制度，出台了《海南省医疗保障基金社会监督员
管理办法》，从社会监督员选聘条件、工作职责、聘请
方式、工作纪律及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省
医保局将邀请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参加各级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组织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相关工作。

这批受聘的121名社会监督员聘期为两年，
他们将义务履行医保政策法规宣传、医保系统政
风监督、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医保服务及使用医保
基金监督、参保人员获取医保待遇及使用医保基
金监督、医保相关的意见建议收集反映、医保基金
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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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东旭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振东：

当好排头兵积极服务社会
编者按

海南省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联合海

南日报继续推出“建

功自贸港 有我有担

当——退役军人创

业先锋”系列专题，

挖掘退役军人创业

事迹，展示退役军人

创业风采，激发退役

军人创业热情。

“全国质量信用服务AA级企业”“海
南省商业信用单位”“海南省百城万店无
假货示范店”“海南省用户满意明星单位”

“海南省诚信企业”“海南优秀信用法人单
位”“海南省质量协会会员单位”“海南省
优秀私营企业家”“海南省用户满意杰出
管理者”“琼海市道德模范”……近日，笔
者走进琼海东旭电器贸易有限公司，见到
该公司总经理马振东，荣誉墙上的各类荣
誉证书记录着这位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
当好排头兵积极服务社会的军人本色。

“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精益求精、大
胆创新……几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学会
了很多，特别是在部队学到的维修技术，
为我创业打下很好的基础。”在马振东看
来，正是军旅几年的磨炼，让自己不断地
成长，也坚定了自己回家创业服务社会
的决心。

马振东是海南琼海人，1978年12月
入伍，1982年退役后就扎根家乡从事家
电行业，从开始的家电维修到开设电器卖
场，再到发展成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马

振东不断地追求创新，超越自我，实现了
从个人创业到带领团队不断实现新突破
的历程。

除了成立琼海东旭电器贸易有限公
司以外，马振东还在琼海当地经营多家电
器商场和宾馆，累计为社会解决就业
1000多人次。

在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同时，马振东不
忘做大做强公司主业，以经营品牌家电作
为打造商业文明的目标和方向，先后引进
多家知名品牌家电。

不仅如此，马振东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带领公司团队多次参与和开展各类公
益性活动，如参加各种社会捐助活动、对
困难退役军人进行帮扶，以及推出各项惠
民活动等。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将继续发扬
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和优良传统，尽自
己所能当好排头兵，积极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同时加大对退役军人的招聘，继续支
持和关爱退役军人。”马振东表示。

（撰稿/容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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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明年秋季搬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