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实事

一产预计完成2.26亿元，同比增长 14.2%

二产预计完成 138.19亿元，同比增长5.4%

三产预计完成 161.8亿元，同比增长 147.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630.6亿元，同比增长25.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50.6亿元，同比增长 259.4%

今年前三季度

洋浦地区生产总值302.3亿元

同比增长49.5%
完成全年目标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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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举行党员干部
警示教育巡回展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符智）日前，洋浦经济开发区举行党员干部警示
教育巡回展，洋浦纪工委监委组织全区党员干部
参观，通过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给党员干部和监察
对象敲响警钟。

本次巡回展选取了2020年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查处的63个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分为“保持高压态势 严查大案要案”“聚焦重点领
域 系统治腐促建”“持续‘打伞破网’深化扫黑除
恶”“整治吃拿卡要 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群众利
益 严惩‘蝇贪蚁腐’”“深入纠治‘四风’弘扬清风
正气”“整治特权思想 严格家风家教”等7个板块。

当天，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人员集中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直观了解了近年来海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主要成果。随后参观了全省去年以来查处的部
分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案释纪释法。

洋浦多校组织学生
观看禁毒教育电影

普及禁毒知识
增强拒毒意识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连日来，洋浦多所学校组
织学生观看禁毒教育电影《带你归
家》，加强学生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普及禁毒知识，增强拒毒意识。

10月 27日下午，三都学校开
展禁毒电影《带你回家》观看活动，
利用班级的“班班通”，以班级为单
位组织学生观影。“毒品真可怕！它
会造成家破人亡！”学生纷纷表示，
今后不但拒绝毒品，还要参与禁毒
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毒品的危害。

10月 26日，洋浦实验小学组
织学生到多功能厅观看《带你回
家》。催人泪下的电影情节使学生
们深刻地了解毒品的危害性。观看
电影后，各班还开展了一系列的主
题班会，真正从学生入手，不断增强
禁毒宣传教育的实效性，为学生铺
设一条拒毒防毒的健康之路。

10月 18日上午，洋浦第一小
学组织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利用
班会课集体观看《带你回家》。在放
映过程中，学生认真观看、不时交流
讨论。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观影活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意义
深远的禁毒教育课。让学生意识到
在禁毒防毒上，人人都不能放松警
惕，也要积极引导身边的亲友远离
毒品、珍爱生命。

洋浦重点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安居房

落实主体责任
解决住房问题

本报洋浦10月2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王冠丽）10月27日，洋浦召开工
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全省进一步做好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办好
2021年度中国化工园区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工作。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进一步做好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房住不炒”定位，以建
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安居房为重点，落实好主体
责任，解决好新居民、青年及低收入无房户住房问
题。要谋划好明年建设计划，在规划、用地保障等
方面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要落实房地产市
场调控政策要求，加大市场监测和预警，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洋浦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会议强调，中国化工园区可持续发展大会是
洋浦管委会与石化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大会，是近
年来洋浦承接的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会议。各
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及
时抽调人员参与会议筹备，制定周密工作计划，通
力合作，做好会议布置、联络、沟通、对接、会务保
障等各项工作。

12345热线洋浦分平台启用
助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符润彩）海南12345热线洋浦分平台于近日启
用，这是洋浦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
境，畅通民意渠道，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举
措，有助于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12345热线洋浦分平台呼叫中心分
工明确，设有接话席、回访席、运营席、班长席、数
据分析席，主要受理政务信息、民生服务、消费维
权、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咨询、
投诉、举报、求助、建议等。

群众在洋浦区域内拨打12345电话，将直接
进入洋浦分平台接听受理。分平台提供“7×24
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
服务紧密衔接，确保企业、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
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办理。

据统计，12345热线洋浦分平台呼叫中心自
今年10月11日试运行以来，接话量达870个，处
理问题或诉求273件。接下来，洋浦分平台将按
照省区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工作模式，不断提升
各方面能力，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诉
求作为第一使命，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10月28日下午，在洋浦石化功
能区园四路项目和浦四路交界处施
工现场，蒙蒙细雨中，工人正在人行
道铺设地板砖。

园四路右幅，宽达30米的绿化
带已铺上草皮，路灯、隔离栅栏等已
安装完毕。“经过紧张施工，园四路已
在9月底实现了功能性通车，现在是
进行人行道砖、绿化等附属工程施
工，11月上旬可交付使用。”中国能
建葛洲坝二公司洋浦分公司总经理
朱云飞说。

园四路和洋浦疏港大道延长线
交界处，多名工人在铺设好草皮后，
招呼洒水车过来浇水。园四路、浦四
路南段和疏港大道延长线是乙烯片
区路网主要组成部分，投入使用后将

成为乙烯及下游项目物料运输重要
通道。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截至目
前，园四路、疏港大道延长线已具备
功能性通车条件，浦四路也正在抓紧
施工当中。

园四路由中国能建葛洲坝二公
司承建，自去年9月开工以来，施工
单位不仅安排工作经验丰富的专职
人员配合政府征地搬迁工作，还紧盯
项目进度，对照年初计划目标，主动
作为，切实做好时序进度安排。

“由于工期紧，建设的内容项目
又多，我们除了加大施工设备的投
入，节假日也不放假，加班加点往前
赶。”朱云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先后聘用大
量的当地居民，助力洋浦稳岗就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洋浦另外一个重要路网建设片
区位于东部生活区。在中心大道和

横十三路东段建设工地，工人正在进
行路面结构层施工。

中心大道、横十三路和东纵一
路、环新英湾大道等是洋浦东部生活
区路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
国能建葛洲坝二公司承建的东部配
套区路网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包括
横十三路东段、东纵一路中段、中心
大道北段。

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单位
克服地质复杂的艰苦条件，在无法使
用爆破手段的情况下，使用炮机把地
下的石头挖出，施工高峰时，最多投
入近50台炮机同时进行施工，工人
超过600人。

截至目前，中心大道路基工程已
完成总量的88%，横十三路路基填
筑全部完成。两条路的雨水、污水管
网、电缆沟、通信管道基本完工。路
面工程方面，中心大道机动车道级配

碎石底基层完成总量的88%，非机
动车道完成部分段级配碎石摊铺；横
十三路机动车道级配碎石全部完
成。“路面水稳层已完成80%，下个
月可进行沥青路面施工。”朱云飞说，
中心大道和横十三路东段12月中旬
可实现功能性通车。在中心大道和
横十三路东段完工后，马上进入东纵
一路和环新英湾大道的施工。

据洋浦控股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洋浦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区
示范区，近年来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完善园区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
洋浦控股公司正积极对接联系搬迁
办、三都区办事处，推进园四路、浦四
路南段、东纵一路等项目建设，不断
完善乙烯片区和东部生活区的基础
设施，改善洋浦的工作和居住环境，
打造宜居宜业园区，助力洋浦高质量
发展。 （本报洋浦10月28日电）

洋浦加快路网建设进度

紧锣密鼓抢工期 多条道路年底通车

在主要经济指标取得亮眼成绩的
同时，个别指标增长也出现了下降。
洋浦在目前召开的2021年三季度经
济形势分析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认真
研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着力应对各种
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工委管委会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经

济工作领导，全面做好经济工作谋划，
为自贸港建设蓄动能增动力。要确保
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深挖固定资
产投资潜力，加快财政资金项目建设
进度，切实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稳增
长作出积极贡献。用足用好自贸港政
策，坚决扭转短板。加快保税港区项
目建设，提升保税港区建设水平和综
合实力。坚决打赢征地搬迁百日攻坚

战，切实做到要素等项目。要深入谋
划明年经济重点工作任务。提前谋划
明年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等目标，
全面梳理新材料产业、基础设施、港口
提升、民生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重点
建设项目，加快前期工作，确保明年一
季度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洋浦
将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自贸

港政策适用和国家严控“两高”项目新
要求，在加工增值免关税、智能制造、
高新技术产业、航运要素集聚等领域
引进一批大项目、低能耗项目。加快
政策扩区推动工作，确保取得积极成
效。着力谋划和启动建设一批事关长
远的重大项目，筑牢海南自贸港先行
区示范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基础。

（本报洋浦10月28日电）

今年前三季度，洋浦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增速较快

“三驾马车”齐发力 经济增长势头足

洋浦开展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

专家上门服务
把脉安全生产

本报洋浦10月2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10月26日上午，洋
浦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和交通运输、海洋、消防等
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到国投（洋浦）石油储备有限公
司，开展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为企业把脉问
诊，查找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洋浦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志成介绍，从检
查情况来看，企业存在部分安全隐患，例如现场安
全标识的缺失、受限空间作业的临时洞口未及时
设置提醒等。接下来，该局将助企业做好问题整
改，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据了解，国投（洋浦）石油储备有限公司以仓
储、物流贸易业务为主，占地800亩。油库总库容
280万立方米，其中原油240万立方米，成品油40
万立方米。

目前，国投在洋浦共拥有412万立方米公
共油品罐区，1座 30万吨级和1座 5万吨级公
共油品码头，为洋浦经济开发区港航产业、石化
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为园区石化产业发展
提供公共码头和储运服务。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日前，洋浦经济开
发区今年三季度的经济
数据出炉，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的成绩单依然亮
眼。前三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外
贸进出口增速较快。今
年以来，随着海南自贸
港政策红利释放等因素
影响，洋浦的工业、交通
运输业、贸易业“三驾马
车”持续发力，成为拉动
洋浦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洋浦经济增长
形成高开高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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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紧盯实
各项指标，坚决破除“年
底冲刺依赖症”。并严
格按照省里“按季抓、月
跟踪”的总体部署，采取
“按月抓、周跟踪”的具
体措施，强化自贸港政
策落地实施和效应释
放，主动靠前解决经济
运行中出现的堵点难点
问题，促使经济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

来自洋浦经济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洋浦地区生产总值302.3亿元，同比增长49.5%，
完成全年目标的8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预计完
成2.26亿元，同比增长14.2%；第二产业预计完成
138.19亿元，同比增长5.4%；第三产业预计完成
161.8亿元，同比增长147.2%。

今年9月，洋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73.6
亿元，同比增长36.2%。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完成630.6亿元，同比增长25.3%，完成年度
目标 86.5%。主要行业方面，石油加工业产值
324.2 亿元，同比增长25.5%，拉动全区产值增长
1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值 181亿
元，同比增长33.8%，拉动全区产值增长9.1%；农
副食品加工业产值6.6亿元，同比增长609.3%，拉
动全区产值增长1.1%。

主要产品方面，原油加工量695.2万吨，同比增

长0.3%；芳烃产量104.4万吨，同比增长103.5%；
PET产量164.1万吨，同比增长28%；文化纸产量
85.2万吨，同比增长6.9%。

从企业看，金海浆纸由于文化纸产量增加及价
格上涨，产值同比增长3.3%；随着国际市场回暖，石
化产品价格逐渐回升以及芳烃二期于去年10月复
产，海南炼化产值同比增长40.9%，拉动规上工业总
产值增长22.1个百分点。

今年9月，洋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5亿元，同
比增长95.9%；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0.6
亿元，同比增长259.4%，完成年度目标125.5%，已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30.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
主力军，前三季度，社会投资完成139.2亿元，同比
增长334.3%，完成年度目标的116.4%，超过序时进
度41.4个百分点。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5.3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19.6%，超过序时进度44.6个
百分点。

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方面，今年 9月，洋
浦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共计137家，累计完成商
品销售额573.9 亿元，同比增长约6.4 倍；前三季
度，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完成3058亿元，
同比增长897.2%，完成全年目标的115.7%，超过
序时进度 40.7 个百分点，已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416亿元。

外贸方面，今年9月，洋浦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
80.5亿元，同比增长253.7%。其中，出口20.2亿元，
同比增长 148.8%；进口 60.3 亿元，同比增长

311.8%。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475.4亿
元，同比增长77.5%。其中，出口125.5亿元，同比增
长13.6%；进口349.94亿元，同比增长122.3%；完成
全年目标的108%，超序时进度33个百分点。

港航产业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洋浦港口吞吐
量完成4189.6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完成97.54万标
箱，同比增长40.75%，其中外贸集装箱为22.58万
标箱，同比增长68.36%。在年吞吐量100万标箱以
上的海港中增速排名全国第一。水运周转量完成
5680.8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61%。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近半

社会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

用足用好自贸港政策扭转短板

廉政纪律

生产保障

政务服务

❶ 10月28日下午，在洋浦石化功能区园四路与浦四路交界处，挖掘机正在施工。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❷ 日前，航拍位于洋浦石化功能区的园四路，其路面于9月底完工，实现功能性通车。 通讯员 邓晓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