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邱学
才）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
生产较快增长，尤其是清洁能源发电量、
天然气产量明显增长。规模以上工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平稳增长，主要火力发电、
炼油企业加工转换效率提升。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
生产和消费情况呈现出3个特点。

能源生产较快增长。清洁能源发电
量占比明显提高，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123.62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6.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量的44.2%，同比提高4.9个百分
点。其中，燃气和核能发电量分别同比
增长119.4%和3.7%，是拉动清洁能源
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天然气、原油
产量较快回升，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天然气产量3.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00.0%，比上半年回升298.4个百分点；
原油产量25.79万吨，同比增长11.5%，
比上半年回升10.6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量稳定增长。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稳定增长，前
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 945.41 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5.3%。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升落各
半”，前三季度，原煤消费量871.13万
吨，同比增长 6.9%，比上半年回升
7.2%；原油消费量833.14万吨，同比下
降1.2%，比上半年回升1.3个百分点；
天然气消费量37.36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11.5%，比上半年回落2.2个百分点；
用电量 93.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比上半年回落4.2个百分点。

能效水平逐步提升。前三季度，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
84.0%。火力发电效率42.1%，同比提
升1.0个百分点；炼油效率98.0%，同比
提升0.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5.0%。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统计监测范围内的19种主
要工业产品单耗指标，有13种工业产品
单耗较上年同期下降，下降面超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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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建设智慧水电、智慧灯杆等智慧生
活类应用，推进农村生活新生态；开办乡
村振兴数字学院，打造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平台；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
管理过程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
加快乡村振兴，三亚市海棠区湾坡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推动
数字村庄建设。

11月1日，湾坡村迎来一批特殊客
人——海南数字乡村评估调研考察组，
包括省委网信办信息化建设处组织海南
大学、海南省网络安全协会的教授、专家

等，专程调研湾坡村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是湾坡村乡村振兴

新思路，我们今年7月开始谋划，现在项目
基本落地，这次考察组来主要是对我们的
方案进行评估指导，推动加快实施。”湾坡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徐晓
枫说，以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湾坡村
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已经具备数字乡村
建设条件。

湾坡村是黎族村庄，也是革命老区，
全村共有541户2324人。全村以种植
芒果、槟榔、反季节瓜菜，饲养湾坡鸭、猪
等为主要产业。近年来村里引进多家大
企业，建成了水稻国家公园、中瑞酒店管
理学院等经济实体。

以党建为引领，湾坡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着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要求，着

力创建村庄品牌产业，把打造“湾坡鸭”
特色美食作为产业发展方向，按照“种养
结合、鱼鸭混养”的发展绿色高效理念，
获得水稻国家公园产业示范项目用地扶
持，与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建立人才培养
合作机制，与多家知名酒店签订供货协
议，让“湾坡鸭”成为国家海岸的地理美
食，深受本地市民和广大游客喜爱。目
前，“湾坡鸭”年销售额突破70万元。

为培养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
农村人才，湾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先后
组织多批村民参加美食厨艺、美容护理、
黎锦编织等培训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8月，湾坡村成立乡村振兴文艺队，开展
常态化文艺培训，把党建和文艺结合起
来，丰富湾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党建，让乡村振

兴文艺队成为“党建文化新名片”。
徐晓枫说，湾坡村的数字乡村建

设，以党建为引领，主要包括数字建设、
媒体应用建设、基础信息化建设、人才
培训平台建设等模块，开发应用小程
序，开通政务服务，为村民和游客提供
便捷式信息咨询；设计“湾坡鸭”卡通
IP 形象，打造网红特色产品，带动村民
收入；利用广播、智慧灯杆、信息发布等
信息网络设备，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
开展针对性人才培训，加快“三农”数字
化管理工作开展和执行等。

海南数字乡村评估调研考察组一行
充分肯定湾坡乡村振兴工作队数字乡村
建设思路。海棠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近
期将下拨资金启动湾坡村数字乡村建
设。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

三亚湾坡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有招数
乡村振兴先锋榜

本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良
伟）为全面了解海南水务发展的短板问
题和总结有效经验，推动我省水务事业
高质量发展，10月8日至10月25日，省
水务厅派出9个调研组奔赴全省各市县
进行水务高质量发展调研，了解目前各
项水务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各市县
推动水务工作思路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各调研组通过座谈会、现场调研等
形式，深入到市县水务部门、水利建设
项目、农田水利设施，了解包括水务项
目投资情况，中央环保督查、国家海洋
督察及巡视、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以及
水库、农村供水、农田水利和城镇排供
水运行管理情况。

经调研发现，目前我省部分市县的
水务项目投资进度较为缓慢，农村供水
等水务工程运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部

分市县的农村污水收集率偏低。水务
问题是民生问题，调研组提出要引导市
县水务部门做好与全省水网规划相衔
接的高质量水务发展规划，督促市县落
实整改相关问题，按时保质完成年度工
作目标任务。调研组也发现，文昌、五
指山、东方等市县在水系连通建设、水
利工程建设、城乡水网运营等方面取得
了先进工作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经
验，向全省水务系统推广学习。

据介绍，此次调研已形成调研报
告，省水务厅将进一步研究调研报告中
所提出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建议，采取综
合措施解决目前部分市县存在的突出
问题，补齐水务发展短板。省水务厅还
将根据调研情况，以及我省水务高质量
发展规划阶段性目标，研究制定明年的
水务工作思路和各项重点工作。

省水务厅开展水务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

找突出问题 破发展难题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陈昱
晗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柴文娅）“3
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块荒地，现在一片绿
意盎然，真好！”10月末，海口市秀英区
西秀镇生态护林员林克高来到新和村
文明村小组一处完成绿化的地块，进行
植被养护。看着这片集体用地上，新补
撒的狗牙根草吐露新芽，而早前种下的
草已郁郁葱葱，小绿豆苗更是鲜翠欲
滴，处处焕发着生机，他不由赞叹。

现场，秀英区西秀镇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郑磊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长流

镇复绿后的效果图。“长流镇复绿的一
个关键‘神器’是绿豆。”他介绍说，绿豆
耐旱，生长速度快，且茎叶生长旺，覆盖
面广，可迅速加大绿化面，而且还有食
用和经济价值，“所以我们镇向他们学
习取经，因地制宜补种绿豆，提高绿化成
效。”

西秀镇文明村裸露土地绿化见成效
是海口市推进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工
作的一个缩影。据介绍，为持续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打造宜居宜业的
美丽乡村样板，海口按照以绿化为先、分

类施策、因地制宜、短期行动与长期治理
相结合的原则，扎实推进农村裸露土地
种草绿化半年专项行动。

除了强化督导推动种草复绿，海
口还利用种草绿化的机会，积极打造
集绿化、种植为一体的村集体经济，实
现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两手抓、两促
进：龙华区新坡镇新坡村新安村小组
利用村里的闲置地，大力种植“椰在村
中绿，村在椰间美”的椰子村，既美了
乡村，又富了村民；琼山区三门坡镇文
岭村福兴村小组种植大叶油草的同

时，穿插种植槟榔、芒果等经济树种，
在绿化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截至目前，海口全市已实施种草
绿化面积 1453.14 亩，完成率 100%。
下一步，海口将把农村裸露土地种草
绿化半年专项行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促农增收等工
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加强对已种
植草籽、草皮等已复绿土地的后期管
养，确保治理长期有效，逐渐形成长效
管护机制。

海口全市实施种草绿化面积1453.14亩，完成率100%

新绿处处乡村美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刘梦
晓）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大型施工机械
有序作业……11月2日，海南日报记
者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中银国际金
融中心项目（以下简称中银项目）现场
看到，该项目的3个地块的建设工作正
在同步推进，并计划于今年12月完成
主体封顶。

据悉，中银项目占地约2.43万平
方米，由3个地块构成。项目将建成
集办公、商务三栋一体的建筑。其中，
1号楼商务楼地上5层，高24米；2号
楼办公楼地上17层，高80米；3号楼
租赁/办公楼地上7层，高37米。三个
地块地下室均为2层。项目总建筑面
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地上6.78万平

方米，地下3.34万平方米。
建设现场，三栋楼的建设工作全部在

推进中，百余名工人坚守岗位，现场一片
繁忙。“中银项目总体进度完成近30%，目
前已完成桩基工程、土方工程等，正在进
行地下室和主体钢结构工程等建设工
作。”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的主体2
号楼办公楼已建设到第10层，按照计划，
将于今年12月完成主体封顶工作。

据介绍，这座由贝氏建筑事务
所、SWA景观事务所等多家国际知
名设计院联合设计的建筑，将致力于
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标杆性
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江东新区城市建
设的典范。项目将按计划于2023年
第一季度全面完工。

海口江东新区中银项目完成近30%进度

将于12月完成主体封顶

本报石碌11月2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11月2日，位于
昌江黎族自治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
昌江生物质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
忙着安装设备。自开工以来，业主单位
和施工单位加快推进昌江生物质发电
项目建设，当前土建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正组织工人安装设备，预计今年年
底竣工投产，并网发电。

据了解，昌江生物质发电项目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
批集中开工的项目之一，总投资约3.2
亿元，主要建设一台30兆瓦级高温超
高压生物质发电机组。该项目以秸秆、
木屑等农林废弃物作为燃料，并采用国

家超净排放环保标准。
“当前土建工程已进入尾声，正

组织工人有序安装设备，预计年底并
网发电。”海南鲁电生物质发电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兆龙说，为确保项目按
期完工，现进场施工人员已达500余
人，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组织工人轮班倒，实行24小时不
间断作业，同时积极与供货商对接安
排剩余设备有序进场。他说，项目建
成后，每年处理农林废弃物约 35万
吨，可实现年发电量约 2.45 亿千瓦
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0万
吨，“还可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加
群众收入”。

昌江生物质发电项目
预计年底并网发电
可实现年发电量约2.45亿千瓦时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郭卫华 黄莹）海南日报记者
11月2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
悉，该公司近日发布《关于代理购电有关
事项的公告》，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
工商业用户，2021年12月1日之前继续
按照原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及相关政策
执行，12月1日起将执行代理购电用户
电价，价格由市场化方式确定。

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
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
用户）、农业用电不进入市场，继续执行
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据了解，10月22日，海南省发展改
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
知》要求，发文取消海南省工商业目录销
售电价，推动工商业用户用电全部进入
市场。原执行目录销售电价的工商业用
户，2021年10月15日起可通过海南省
电力交易平台（https：//pm.hn.csg.cn）
进行市场注册，自行选择向发电企业或
售电公司购电；如不选择直接参与市场
交易，将由电网公司代理购电，用电价格
按照市场化价格结算。

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
格+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三部
分组成，电网代理购电不额外收取任何
手续费。其中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按国家政策执行，代理购电价格由

电网代理用户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每月
随市场化交易情况存在上下波动，有涨
有跌。

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省工商业用户约33万户，占全
省用户数量的9.16%，将全部进入电力
市场。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也未与
海南电网公司签订代理购电合同的工
商业用户，以及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又退出的电力用户，将默认由该公司
提供代理购电服务。用户可在后续每
季度最后 15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
接参与市场交易，该公司代理购电服
务相应终止。相关业务后续可通过南
网在线、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

办理。
针对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在无正

当理由情况下改由海南电网公司代理购
电的工商业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
厂、由海南电网公司代理购电的用户，暂
未直接参与市场、由海南电网公司代理
的高耗能用户，用电价格按照该公司代
理购电价格的1.5倍、输配电价、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执行。

此外，该公司将于每月底最后 3
天前通过南网在线、供电营业厅等线
上线下渠道，公布次月的代理购电用
户电价的相关信息。用户如有问题
请拨打95598电话或向当地供电营业
厅咨询。

海南电网推出代理购电服务
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海上巡航执法
⬆11月1日，海南省渔业监察总队派出5艘执法船艇，联合沿海各市县渔业

执法部门开展为期6天的海上巡航执法专项行动。执法内容包括打击海上非法
捕捞、打击利用渔船非法载客、整治涉渔“三无”船舶、打击非法海水养殖等。图
为11月1日，执法船艇在文昌海域的七洲列岛附近巡航执法。

⬅11月1日，海南省渔业监察总队执法船艇上，工作人员在进行执法工作。
文/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周让学 图/本报记者 袁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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