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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国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琼举行

洋浦积极当好产业链组织者、
协调者

围绕乙烯项目招商引资补链强链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王梦璐
“目前，项目的可研报告、施工招
标、地勘单位招标、场地平整等前期
工作都已完成，计划下个月开始土建
施工。”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园二
路西侧的一块空地上，海南奥克化学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正忙着商谈
项目施工事宜。李军正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公司正在抓紧前期工作，力
争投资建设的环氧乙烷下游衍生物
项目月底在此开工。
石化产业是洋浦的基础产业，也
是我省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洋浦
积极当好产业链组织者、协调者，紧
紧围绕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这
一重大项目，引进奥克化学环氧乙烷
下游衍生物、17 万吨苯乙烯类热塑
性弹性体等生产乙烯下游产品的项
目，对洋浦的烯烃产业进行补链、延
链，为洋浦打造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夯实基础。

做大做强烯烃产业链
奥克化学环氧乙烷下游衍生物
项目占地 400 亩，一期占地 138.8 亩，
建设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
产品，包括年产 15 万吨聚醚类高性
能减水剂、年产 10 万吨醇醚和年产
10 万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这些
产品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洗
发水、洗涤液等日用化学品的主要原
料之一。二期建设天然脂肪醇、碳酸
乙烯酯及特种精细化工产品等，整个
项目计划投资超 16 亿元。
“一期项目利用乙烯项目生产的
环氧乙烷来生产聚醚类高性能减水
剂等精细化工新材料产品，一年可消
纳环氧乙烷 20 万吨。
”
李军正说，
项目
计划明年 9 月底完工，跟乙烯项目同
步投产，
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22 亿元。
与奥克化学环氧乙烷下游衍生

我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进重点园区宣讲活动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金江 12 月 3 日电 （记者良
子）12 月 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
（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进重点园区宣讲活动在海南
生态软件园举行。
活动分宣讲和互动交流两个环节
进行。宣讲中，
海南大学法学院专家进
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宣讲，
省司法厅解
读立法支持园区发展有关政策，
省委深
改办解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阶段性
成效与推进思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解读海南自贸港招商政策及做法。
互动交流中，与会重点园区企业代表
围绕人才引进、税收优惠、
“一负三正”
清单等主题进行座谈交流，省委深改
办、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等
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答疑。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 11 个
重点园区作为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主
要承接地、先行先试的“孵化器”、制
度集成创新的试点区以及对外开放
的重要窗口，对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
着引擎带动的重要作用。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进重点园区宣讲是海南
2021 年“宪法宣传周”特色主场活动
之一，旨在让企业熟悉和灵活运用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及其配套政策，切实
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普法活动的
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优化园区法
治化营商环境。
到场参加活动的海南生态软件园
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商会等 69 家企业
代表纷纷表示，通过现场聆听专家学
者、职能部门的宣讲和立法解读、招商
相关政策解读，进一步掌握了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及其配套政策，提升了企
业合法经营、规范管理水平，将更加积
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司法
厅、省普治办、省委深改办等单位联合
主办。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专 项 行 动 举 报 热 线 65332869、
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
偿新闻举报：966123
■■■■■

物项目相距不远的海南巴陵石化年
产 17 万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
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项目占地
388 亩，于今年 9 月 30 日开始土建施
工，所有作业面已全面铺开。
走进该项目工地，只见主厂房
地基施工已完成，工人们正搭脚手
架，为下一步的梁柱浇筑混凝土做
准备；产品分析楼、办公楼、中控室、
成品仓库等主要建筑物均已完成地
基施工。
“前不久，我们公司开展‘大干
80 天实现土建工程主体封顶’的比
赛，要求在明年 1 月 25 日前完成所
有主体工程封顶。”海南巴陵石化有
限公司综合党群部部长蔡君辉对记
者说，由于比乙烯项目开工晚了 10
个月，因此，该公司正在抢抓工期，
将整个项目分为 11 个标段同时进
行施工，目前施工人员超过 800 人，
力争在明年 9 月实现中交，明年年底
正式投产。该项目建成后，年均销售
额将达到 22.8 亿元，年均缴纳税费
1.8 亿元。
海南巴陵石化年产 17 万吨苯乙
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是 2020 年海
南自由贸易港第四批签约的重点项
目之一，总投资 21 亿元。主要建设

一套年产 17 万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
性体（SBC）生产装置，其中 12 万吨
为 SBS 产品，5 万吨 SEBS 产品，包括
聚合、精制、助剂配制、掺混罐组、凝
聚、后处理等单元，以及辅助生产设
施和配套公用工程。
该项目与 100 万吨乙烯项目仅
一墙之隔，可充分依托乙烯项目建设
的公用工程及辅助生产设施，主要原
料通过管道输送至生产装置，实现隔
墙供应，原料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
与 此 同 时 ，100 万 吨 乙 烯 项 目
亦在加快建设。12 月 3 日，在项目
工 地 西 门 ，LED 屏 下 面 打 出“ 踞 投
料试车还有 300 天”的字样，屏幕中
间是各个标段紧张施工的场面。走
进工地里，多个已吊装到位的不锈
钢 塔 器 在 阳 光 照 射 下 ，闪 闪 发 亮 。
其中最高最重最大的塔器——2 号
丙烯塔已经于 10 月 20 日顺利完成
吊装。
据乙烯项目施工管理部管理人
员巩耀辉介绍，乙烯项目的钢结构、
大型机组、换热器、塔器等设备及工
艺管道，电气仪表大宗材料等陆续大
批量到场，
多达 535 台的乙烯设备，
已
安装 176 台，项目整体完成 56.94%。
截至 10 月底，今年已完成年度投资

98.17 亿元。

“除了东方雨虹、中科启程外，目
前引进的石化新材料项目还有仪征
化纤 6 万吨 PBST 可降解塑料项目、
广东众和 FFS 膜项目等。”洋浦石化
办职员任伟东告诉记者，其中广东众
和 FFS 膜项目已于今年 11 月 12 日
正 式 开 工 建 设 ；仪 征 化 纤 6 万 吨
PBST 可降解塑料项目可研报告已
批复，节能评估已通过评审，安评、环
评已编制完成，土地已清表并交付，
计划年底前开工建设。
“洋浦工委要求，全区上下要将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
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转化为发展
动力，加快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作，”任伟东
说，下一步，洋浦石化办将重点围绕
乙烯下游产业链、新材料产业园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目前正积极推进海南
炼化苯酚丙酮、博汇乙烯焦油、南京
聚隆阻燃剂、正业精细化工等石化项
目开展前期工作。
来自洋浦石化部门的数据显示，
今年洋浦石化企业运行平稳，1 月至
10 月工业产值累计完成 579 亿元；
贸易额累计完成 690 亿元，其中进出
口贸易完成 170 亿元。
（本报洋浦 12 月 3 日电）

193天新材料项目建成投产
在做大做强烯烃产业链的同时，
洋浦围绕石化新材料产业引进的多
个项目也在加快建设进度。其中东
方雨虹防水涂料项目（一期）已于 9
月下旬试产，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
“从今年 3 月 13 日开工，到 9 月
22 日首条生产线建成试机，仅仅用
时 193 天，效率非常高。”洋浦东方雨
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喻飞说，
一般的同类项目建设工期要 300 天
左右，目前所有东方雨虹项目的在建
项目当中，洋浦项目的进度是最快
的，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建成投产、
当年收益。
在中科启程年产 10 万吨 PBAT
类生物降解树脂项目建设工地，聚合
车间、变电室、原料仓库、行政楼、固
废仓库、产品仓库等主体工程已完成
基础施工，正在进行梁柱浇筑。在逸
盛石化 PTA 二期项目工地，土地已
平整，办公楼等配套项目已开工。
“项
目安评、环评、设计等已基本完成，主
体工程计划年底前开工建设。”该项
目相关负责人说。

从强筋健骨到脱胎换骨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长期负责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新
闻报道工作，
我对这里的变化有深刻
体会。
“4·13”以来，尤其是 2020 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以来，
洋浦的变化日新月异，

在产业项目方面，
可谓脱胎换骨——
在洋浦保税港区，半年时间，高
度智能化的澳斯卡国际粮油加工项
目建成投产，
建厂速度创世界同行业
之最；国药安咖啡馆、玉玲珑高端工
艺品店、葡萄酒交易平台、寺库新零
售体验店等相继开业；签约落地的项
目超过 30 个……
除此之外，
更大的改变体现于一
系列经济指标呈倍数增长——今年

1 月至 10 月，洋浦保税港区累计完成
进 出 口 总 值 278.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8 倍；经营总收入 1628 亿元，同比
增长 6.7 倍；税收 13.47 亿元，同比增
长 36.6 倍；实际使用外资 1.28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11.8 倍。
在采访当中，我感受到，脱胎换
骨的质变，来自长期强筋健骨的量
变；来自洋浦工委管委会坚决执行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找准产业定

位，
精准招商，
落实早期安排，
争取早
期收获；来自大力弘扬“快准实好”
工
作作风，主动作为，当好企业的“保
姆”
“红娘”
和
“店小二”
，
做企业发展的
“助攻手”
；
来自重视人才，
给
“想干事”
“敢干事”
“会干事”
的人提供舞台……
眼下，
洋浦正着力打造自贸港建
设
“样板间”
。在繁忙的港口，
在火热
的工地，在高质量发展的保税港区，
洋浦之变愈发鲜明，
未来可期。

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省妇联“救急难”行动实现全省覆盖

妇女家中有困难“救急难”项目来相助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十大典型案例巡礼
学史力行·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从 2016 年
难”项目每年救助金额为 800 万元，
开始至 2020 年底，省妇联争取中国
为我省 19 个市县重特大疾病或遭遇
“这笔救助金对我们家而言是雪
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
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导致生活陷入困
中送炭，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勇气去克
会投入 400 万元设立“救急难”项目，
境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庭进行资金救
服困难。”12 月 3 日，海口市龙华区竹
对五指山、保亭两地患重特大疾病或
助。优先考虑当地脱贫户、脱贫不稳
林村村民巩先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导致生活
定户、低保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
采访时感慨道。
陷入困境的困难妇女儿童及其家庭
重困难户。救助额度为每人 5000 元
今年 1 月，巩先生妻子查出患有
进行资金救助，解决了两地 475 户贫
至 20000 元，具体根据病情、家庭困
急性中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后入院治
困妇女儿童及家庭急难问题。
难及
“急、难”
情况来确定。
疗。
“现在病情还未稳定，治疗费用就
今年以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
为保证项目顺利有效实施，省妇
达数十万元。”巩先生说，他和妻子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省妇联
联印发了《中国海油“同舟工程——
是下岗职工，收入不稳定，这次好在
不断扩大救助覆盖面，积极争取中国 ‘救急难’行动”海南地区实施方案
有救助金及时支持。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海油海
（2021 年）》等系列文件，明确救助对
巩 先 生 所 说 的“ 救 助 金 ”源 于
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支持，
象、救助标准、组织机构及职责、项目
2021 年中国海油“同舟工程——
‘救
今年至 2025 年投入 4000 万元在我省
实施流程、监督管理要求等，并成立
急难’行动”项目（以下简称“救急难” 19 个市县实施
“救急难”
项目。
项目执行办公室，对各市县妇联提交
项目）。为切实解决广大群众生产生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 救急
的救助申请材料规范性和完整性进

行复核，及时召开项目审核会通过救
助名单。省妇联还不断加大宣传力
度，开展调查摸底工作，了解和掌握
急难妇女群众的底数，同时利用全省
妇联系统官网、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
9 月 8 日，我省举行“救急难”项
目全省覆盖首批发放仪式，首批救助
251 人，发放救助金 240 万元。截至
目前，今年共拨付救助金 768.5 万元，
救助 819 人，有效缓解我省急难妇女
及其家庭在就医和生活上的困难。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妇联
将以高度的责任心、高效的执行力把
项目做实做好，把温暖送到妇女群众
的心坎上，传递社会爱心，不断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有效防止妇女及其家庭因病因意外
事故返贫致贫。
（本报海口 12 月 3 日讯）

烽火笛声扬精神
岁月》的文章后来被收录到小学课本
里，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 韩慧

学党史：
在海南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珍藏着一座以琼崖革命烈士王业
熹为原型的雕塑——《艰苦岁月》。
雕塑上，一位衣衫褴褛的老红军吹着
笛子，嘴角微微上扬，一位小战士依
偎在老红军身旁，怀抱钢枪，沉醉在
笛声里，出神地望着远方。这是我国
著名雕塑家潘鹤为庆祝建军三十周
年创作的雕塑。作者通过一老一少、
一动一静的精巧构思，将琼崖纵队指
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刻画得淋
漓尽致，深深打动人心。描述《艰苦

相信，眼前的挫折是暂时的，困难总
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战斗，终将
赢得胜利。最终，20 多位指战员冲出
悟初心：
了重围，
保留了革命火种。
1932 年 7 月，国民党警卫旅长陈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是要有一
汉光率部队对琼崖苏区“大围剿”。 点精神的。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
反“围剿”失败后，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共
冯白驹等带领 100 多人进入母瑞山
产党人历经血与火的淬炼，锻造出来
密林深处，开展了长达 8 个多月艰苦
的强大精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
卓绝的顽强斗争。同志们一边与凶
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当事业遭遇困
残的敌人周旋，一边应对疾病与饥
难，人们总能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革
饿的侵袭，上百人的队伍只剩下不
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光芒。万里长征
到 30 人。
时，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位红军不幸
即便如此，战斗之余，冯白驹还
牺牲，但战士们仍然坚定跟着走，焕
会组织大家搞文艺，唱海南戏。其中
发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王业熹喜欢吹笛子，身上总带着一把
等闲”的豪迈气概。抗美援朝时，面
竹笛。悠扬的笛声，总能感染、鼓舞
对武装到牙齿的敌军，中国人民志愿
着每一位战士。在当时的情况下，这
军毫不畏惧，硬是以“钢少气多”战胜
种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
“钢多气少”，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
加坚定了革命者的必胜信念。大家
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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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党的事业
的必胜信念，是共产党人永葆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的动力之源。道路越
是艰难、条件越是艰苦，越能彰显出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可贵。有困
难，就千方百计克服；没有条件，就
想方设法创造，总之，压倒一切困难
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百年征
程，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
种种考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愈加
高扬。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事业
往往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是敲锣
打鼓就可以实现的。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是一项需要不断探索的全新
事业，前行路上既有难得的机遇，也
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紧紧抓住机遇，
化解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弘扬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坚定必胜信念，勇闯激
流险滩，
踏实每一步，
走好每一程。

发挥优势加强宣传
积极扛起网信担当
本报海口 12 月 3 日讯 （记者尤梦瑜）根据全
国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宣讲工作安排部署，12 月 3 日上午，全国网信
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报告会在海口召开。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专家王建朝紧紧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深刻认识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等多
个方面，全面阐释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讲报告还回顾了近年来我国网信事业发展
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
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对网络强国建设作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
晰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网信工作提出的新任
务新目标。报告脉络清晰、生动形象、重点突出、
切合实际，有理论高度、有思想深度，有针对性、实
效性、可操作性，对我省网信系统准确理解和全面
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指导性意义。
会议要求，全省网信系统要根据中央、省委的
统一部署，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加强宣传策划和议题设置，
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网上传播，全面、深入、准确地阐释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把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宣传宣讲活动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自
贸港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在海南落地生根，积极扛起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网信担当。
省委网信委成员单位、省委网信办、国家计算
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口市
委网信办、省内重点新闻网站、网信企业、网络协
会等单位的代表参加报告会。

海南文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召开

为建设有强大文化软实力
的自贸港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 12 月 3 日讯 （记者昂颖）12 月 3 日
上午，海南文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座谈会在海口召开。会上，我省各文艺
家协会负责人及文艺界人士代表交流学习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谋划贯彻落实有
效措施，迅速在全省文艺界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全省文艺界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
级文联、各文艺家协会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文艺
作品创作展演、展示，
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传到基层一线、千家万户。
会议强调，全省文艺界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
神，深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年和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动工作落到实
处；要坚持正确导向，创造性开展工作，集中推出
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海南自贸
港的文艺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
度的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打造一批具有较高市场
性价比的文艺品牌项目，为建设具有强大文化软
实力的自贸港贡献力量。

我省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集中宣讲活动举行
覆盖全省19个市县

本报海口 12 月 3 日讯 （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12 月 2 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省宣讲团分别走
进定安、琼海、万宁、陵水等市县，
开展基层专题宣
讲。此次宣讲活动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
动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在基层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的具体举措。
专题宣讲主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
工作的全面领导等方面进行阐释。宣讲报告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论述透彻，
既有理论上的概括，又
有实践上的指导，
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
想共识，增强海南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
此次宣讲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理解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和伟大意义。
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坚定信念，鼓足干劲，争
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
齐心协力共同建设
海南自贸港，为推动海南民族团结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宣讲团共设 7 个宣讲小组，分别由 7 名省直
机关干部、高校专家学者担任宣讲团成员。宣讲
活动将持续至 12 月 9 日，
覆盖全省 19 个市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