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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干冲区打造
“党建+社区治理”积分平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彩）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干
冲区党委积极探索制度集成创新，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推出“党建+
社区治理”积分平台，将积分管理用于社区治理，社
区居民做的任何一件好事都与积分挂钩，以积分作
为激励，形成党员、干部、群众等全民参与的社区管
理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据介绍，儒兰社区通过制定《社区居民积分管
理评分细则》，以正负面行为清单的方式，从转产
就业、环境整治、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安全生产等
关系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开展量化考核。
每位居民建立积分档案，积分以个人为基本单元
进行记分，以房屋住户为单位进行累计。每户持
有1本“积分存折”，拥有基础分100分。

洋浦石化功能区
公共管廊一期工程完工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
石化功能区重点项目公共管廊工程一期完成建
设，目前正在铺设管道，届时将进一步优化园区的
产品、原料、物料供应结构，服务海南炼化百万吨
乙烯项目及下游产业，为洋浦建设石化新材料基
地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公共管廊工程一期项目总投资5755
万元，总长度1.36公里，总体工程已完成建设。
目前，企业正在铺设管道，将为海南炼化百万吨乙
烯项目及下游企业油料运输提供更大的便利。

据介绍，石化功能区公共管廊一期从今年三
月份开工建设，经过八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已经
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与原来的管道连
接，可为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及下游产业原
料、物料等输送输送提供安全、环保、高效的通道。

在洋浦保税港区国药安咖啡馆
的后面，有一块空地已平整好，静待
开工建设。就在不久前，这块183亩
的土地刚刚落户到国药大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计划投资建
设国药大健康产业营养科学研发生
产总部基地项目，内容包括功能型产
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试车间，现代
化的医用、食用产品生产车间，含 2
条压榨生产线、2条精炼生产线、2条
成品生产线及配套仓储设施等。“项
目正在进行设计等前期工作，上报审
批通过后即可开工。”项目负责人贺
淼说。

用于国药大健康产业项目建设的
183亩土地是洋浦通过低成本收回的
闲置地。洋浦规划建设土地局局长何
彬高说，经过与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
协商，洋浦收回该公司位于保税港区
413亩的闲置地，同时，经过法律途径
无偿收回了一家公司的20亩闲置土
地，不但将保税港区有限的土地资源
充分利用，而且通过低成本及无偿收
回，高于原价出售给落地的企业项目，
增加了收入。

据介绍，所收回的433亩土地除
了安排 183亩用于国药大健康项目
外，其余的土地分别安排给天运国际

（海南）数智加工流通中心项目、FIT项
目、翡翠玉石珠宝加工项目等，部分土
地用于道路建设。

此外，针对产业项目落户保税港
区意愿强烈，而保税港区内已无项目
用地问题，今年，洋浦管委会多次与恒
丰公司商洽，将其暂未利用土地中的
104亩与区外等面积土地置换；盘活原
海航游艇制造项目180亩、海发面粉
加工项目133亩、柏图斯葡萄酒恒温
库项目13亩等低效土地。经过腾笼
换鸟般的置换与盘活，为保税港区腾
挪出430亩土地，促成更高质量产业
项目落户保税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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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持续开展青少年
禁毒宣传教育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柳雨兰）近日，在洋浦第一小学
多媒体教室，学生们正全神贯注地观看禁毒题材
电影《生死下一秒》。通过影片让学生进一步了解
毒品的危害、知晓禁毒常识、提高禁毒意识。

据介绍，洋浦第一小学还根据不同阶段学生
的认知特点，组织学生参观禁毒展览室、阅读禁毒
书籍、开展主题班会、组织禁毒主题演讲、策划黑
板报、手抄报、举办专题讲座等。

一直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青少年
禁毒教育工作，各中小学将禁毒教育融入课堂教
学和校园生活中，推动禁毒意识深入学生心中。

在洋浦石化功能区滨海大道，100
万吨乙烯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大
大小小的塔器正进行吊装。乙烯项目
是我省重大石化产业项目，用地3614
亩，其下游配套的项目有：年产17万
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 380
亩、乙烯焦油项目115亩、海化新材料
项目600亩、碳五碳九项目400亩、港
口仓储物流项目265亩等，加上乙烯
周边道路管廊等配套用地，整个乙烯
其下游配套项目的用地超过6000亩，
如何保障该重大产业项目的用地？

在乙烯项目的用地中，有396亩
涉及占用到山东高速公司的闲置土

地。为此，工委管委会领导多次带队
赴山东国资委进行洽谈，按照第三方
审计的成本价收回山东高速海南发展
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为乙烯项目及时
提供土地保障。

用地及时保障促进乙烯项目加快
建设，2020年以来，该项目已完成投
资144亿元。其中今年截至10月底，
已完成年度投资98.17亿元，为项目明
年6月30日实现中交、9月30日投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与百万吨乙烯项目一
墙之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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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亩，总投
资21亿元，于今年9月 30日开始土
建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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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所有作业面已全面铺开。海南
巴陵石化有限公司综合党群部部长
蔡君辉说，眼下公司正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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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产业园是洋浦今年重点规
划和打造的产业园区，是洋浦“十四
五”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是洋浦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
要抓手。借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化工新
材料和精细化工产业，充分延长产业
链条，打造炼油、烯烃、芳烃“三路并
行”的绿色油气全产业链基地。

在洋浦腾洋路新材料产业园（一
期），东方雨虹洋浦防水涂料项目（一
期）已于今年9月下旬试产，成功生产
出合格产品。毗邻的中科启程年产10
万吨PBAT类生物降解树脂项目，多
个主体工程已完成基础施工，正在进
行梁柱浇筑。

新材料产业园重点布局轻烃综合
利用、化工新材料、材料后加工及应
用、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推动洋浦石油
化工产业向国际化、高端化、差异化、
精细化发展。二期规划面积3050亩，

正在谋划围绕碳三、碳四产业链布局
轻烃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化工新材料
产业集群和材料后加工及应用产业集
群；三期规划6000多亩用地。

据何彬高介绍，为了给新材料产
业园腾出用地，洋浦经过与海南金海
浆纸纸业有限公司协商，低成本收回
该公司名下未开发的3268亩土地后，
立即将其中的1439亩安排给京博石
化、丙烷脱氢、利星催化剂、道恩改性
材料、德国倍可特种润滑剂等新落户
的新材料项目。

洋浦管委会副主任张信芳说，通
过破解土地要素保障难题，采取有效
措施，深挖潜力，收回和盘活闲置土地
和资产，解决了项目用地难题。目前，
保税港区已盘活利用843亩土地，利
用率由《总体方案》发布前的68%迅速
攀升到92.68%；区内原有1.36万平方
米闲置厂房、5141平方米闲置办公楼，

目前均已得到盘活。今年1月至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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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保税港区“第
一壶水”已烧开。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洋浦
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加大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以“快准
实好”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做好要素
等项目，推动洋浦实现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目
标任务。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

腾笼换鸟 | 促成高质量产业项目落户

收回闲置 | 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盘活增效 | 保障新材料产业园用地

■
本
报
记
者

林
书
喜

特
约
记
者

李
灵
军

“4·13”以来，特别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发布后，作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
区的洋浦经济开发区，迎
来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各类市场主体纷至沓来，
重点项目不断落地。据统
计，从 2020 年至今年 10
月，洋浦共签约引进落地
的产业类项目74个，用地
需求急剧增大。

面临执行最严格耕地
保护制度的洋浦，如何在土
地要素保障上取得突破，加
快项目落地建设？洋浦管
委会一方面深挖存量建设
用地，盘活闲置、低效用地；
另一方面提前谋划部署，加
快征地工作。

洋浦规划建设土地局
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洋
浦共收储土地10358亩，其
中低成本收回5638亩，依
法无偿收回20亩，新增征
地4700亩，另盘活低效土
地约430亩，有力保障了乙
烯及下游产业项目、保税港
区项目、石化新材料产业项
目落地和五网基础设施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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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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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一行
来到保税港区开展“查破促”调研，先
后走访了玉玲珑、国佑供应链、绿馨电
子、航顺健康、中质猎鹰、圣庄科技、佐
迪亚克、上海延安医药、汉桦生物等企
业，了解企业项目建设、业务布局及产
品生产情况，耐心倾听企业诉求和意
见，解答企业疑问。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指出，企业
项目落户保税港区，为初步烧开保税
港区“这壶水”提供了有力支持。各有
关单位要当好“店小二”，全力服务和
保障好企业发展，推动项目建设。要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做好企
业的“保姆”“红娘”，简单问题立即办、

复杂问题联动办，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企业困难和问题，让企业充分感受到
洋浦贴心暖心的服务，加快推动自贸
港“样板间”建设。

据作风整顿建设年及“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洋浦相
关职能部门积级发挥好职能作用，主
动履职尽责，多深入企业、项目现场办
公，细致梳理企业意见诉求，解决好企
业困难。通过不断加大自贸港政策宣
传推广力度，发挥好政策效应，让政策
充分惠及企业，助力企业发展。

工委管委会要求，要结合保税港
区发展实际和企业诉求，不断优化厂
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让企业更放

心更舒心。要解决好企业用人、职工
住宿等问题，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
忧。要全面做好企业进场开工各项
准备工作，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创造
良好环境。要着力推动项目早日投
产、满产，为打造自贸港“样板间”再
作新贡献。

今年，洋浦新增石化新材料产业
园、浦四路、环新英湾大道、横十七路、
东纵一路等项目搬迁征地任务，涉及
面积大，任务艰巨。洋浦工委有关负
责人来到项目现场，实地了解征地搬
迁进度及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讨论
研究破解方法，制定目标任务。

针对搬迁工作组不断攻坚克难、

全力以赴推进征地搬迁进度，为环新
英湾大道项目提供1.9公里作业面，
相关负责人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搬
迁工作组严格按照工委部署，坚持目
标导向，找准突破口，确保思想不乱、
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积极
做通群众思想工作，着力破解征地搬
迁难题，推动搬迁群众签订搬迁协议，
为项目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此
外，搬迁办要下沉到征地搬迁一线，做
好相应保障工作，与搬迁工作组共同
努力不断打开征地搬迁新局面；项目
施工方要按计划如期开工建设，推动
项目早日建成见效。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

洋浦开展“查破促”调研，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下沉工作一线 问诊疑难杂症

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洋浦控股举办专题讲座
本报洋浦12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12月3日，洋浦开发建
设控股有限公司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专题讲座。

讲座邀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广东行
政学院政治部文小勇教授主讲，他以《百年奋斗
再启新程——深入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为题，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体概况、
精神要义、核心内容等方面作了深入宣讲，让参会
人员从全会中汲取奋进力量。

当天，洋浦控股公司党委还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专题
会，传达学习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第三次推进会议精神，要求各
部门、各子公司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工委管委
会关于“查破促”活动要求，深入重点项目一线，为
项目建设出实招、解难题。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王冠丽

洋浦经济开发区扎实开展作
风整顿建设年及“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工委管委会领
导主动下沉一线，走访了解项目
建设情况及存在困难，现场协调
解决企业难题，推动项目加快建
设，早日建成投产。

制图/张昕

洋浦石化功能区园四路
交付使用
解决乙烯项目交通瓶颈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张开明）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园四
路通过验收，顺利交付使用。园四路是100万吨
乙烯项目片区路网主要的交通设施之一，该路的
投入使用将有效解决100万吨乙烯及其下游项目
的交通瓶颈问题，为乙烯及下游项目明年9月建
成投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园四路由中国能建葛洲坝第二工程公司洋浦
分公司承建，自去年9月开工以来，该公司紧盯项
目进度，对照年初计划目标有序施工，在克服今年
多个台风影响，如期完工，投入使用。

园四路、浦四路南段和疏港大道延长线是乙
烯片区路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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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洋浦斥资约14.6亿元建设石化功能区
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包括石化功能区园二路西
段、园二路中段市政综合工程、乙烯片区路网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滨海大道中段工程等。其
中园四路路线全长4.295公里、浦四路南段路线
全长1.862公里。园二路西段总投资956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