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升级

亮出产业发展新名片

洋浦瞄准高端食品加工
“新赛道”

本报洋浦12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张若昕）12月29日，洋浦经
济开发区举行国际健康食品港产业发布会，100
多位行业精英齐聚洋浦，共同探讨洋浦产业结构
优化、高端食品加工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洋浦管委会港航首席运营官王坚敏向与会嘉
宾分享了洋浦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他表示，洋
浦是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拥有全岛
最好的工业基础设施配套。“在十四五期间，洋浦
工委管委会将全力推动国际健康食品港建设，努
力打造形成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成为海南大健
康产业的重要支柱。”

据悉，洋浦国际健康食品港将围绕政策适用
性强、高附加值、高技术、低环境负荷的产业类别，
聚焦功能性食品、特色健康食品、精品肉类、健康
油脂四大产业方向及上下游配套产业，开展精准
招商、产业链招商。洋浦已做好准备，诚邀海内外
食品行业龙头企业来洋浦投资，携手打造国际健
康食品产业发展新高地。

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国际健康食品港签约仪
式，包括邦吉、厦门建发、厦门国贸、菜鸟网络科
技、中储粮、山东龙大美食、江西煌上煌、广西柳
工、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在内的9家企业及高校与
洋浦管委会进行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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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行“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为全
岛封关运作进行压力测试，积累经验。

日前，保税港区内企业香树食品
公司适用该政策，从泰国、越南等地进
口蔗糖，再加工销往区外，标志着食糖
进口免配额政策正式落地。今年该公
司累计内销糖浆60吨。

据洋浦有关负责人介绍，洋浦保税
港区“一线”简化申报政策已完成“径予
放行”“单侧申报”“先入区后检测”等政
策测试。目前区内有2家企业开展“径
予放行”业务10票；有4家企业通过

“单侧申报”方式出区16票货物。
4月22日，洋浦保税港区不禁止区

内居住及设立商业设施政策正式落地
后，区内开展完税交易业态和跨境电商
新零售便捷提货业态的企业已达6家，
消费商品涉及服装、鞋包、酒类、琥珀制
品等。截至目前，跨境电商新零售已累
计完成214单业务。

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红
利的催动下，洋浦保税港区发展迅猛，

“第一壶水”已初步烧开——
产业形态逐渐丰富多元。“一线放

开”前，区内产业形态薄弱且单一，仅
有恒丰粮油和少数内贸型生产型企
业。“一线放开”后，“径予放行”“单侧
申报”“不要求设立海关账册”等通关
便利政策以及营业性商业业态、加工

增值内销免关税、离岸贸易等政策陆
续落地，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健康食
品生产、先进制造、保税检测维修、冷
链物流、跨境电商、融资租赁、中转集
拼、新型离岸贸易等业态在区内孕育
发展，呈现百花齐放态势。

市场主体快速增长集聚。截至目
前，保税港区内累计注册企业2503家，
其中今年新注册1888家，实质运营的
企业有300家，其中世界500强7家、
中国500强5家，实现了企业数量和质
量的双提升。2020年6月以来，新增
签约项目32个，协议总投资96.62亿
元，达产后年产值约181.68亿元，年税
收约8.88亿元。

经济指标持续倍速增长。今年1
月至11月，保税港区经营总收入1793
亿元，同比增长4.87倍；工业总产值
6.75亿元，同比增长2.1倍；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35%；完成税收15亿
元、同比增长25.6倍；外贸额321亿元，
同比增长32倍。

土地利用率有效提升。保税港区
土地面积3387亩，截至目前，已利用土
地3140亩，210亩正在洽谈协议，土地
利用率达 98%。同时，区内原有的
8748平方米闲置厂房、5141平方米闲
置办公楼，目前均已得到盘活。区内土
地投资强度每亩达到118万元，预计今
年经营收入每亩达到5700万元。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洋浦全力推动各项政策加速落地，赋能高质量发展

海南自贸港“样板间”初步成型

截至目前

保税港区内累计注册企业2503家

其中今年新注册 1888家

实质运营的企业有300家

本报洋浦12月29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省政府明确

保税油经营前期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试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
展机遇。”12月29日，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中石化燃料油（海
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昌良说，随
着多项涉及航运产业的自贸港政策
效应不断放大，公司将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大潮中获得发展。

近日，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
南自由贸易港船舶保税油经营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省政

府对保税油经营资质实行统一管理，总
量控制，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保
税油经营前期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试点。

据介绍，《办法》所称船舶保税油经
营，是指在海南省辖区内为国际航行船
舶及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
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加注保税油的经
营行为（以下简称保税油经营）。《办法》
所指的保税油，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
纳税手续进境、由海关实施监管的燃料
油，未办理纳税手续是指未缴纳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省政府明确海南自贸港保税油

经营前期在洋浦试点，这对洋浦吸引
航运要素聚集，推动加快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洋浦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起到
重要作用。”洋浦航运办主任邵晋宁
说，作为国际陆海贸易的新支点，洋浦
的货物吞吐量及船舶进出流量将大幅
增加，同时在保税油政策红利的持续
释放下，未来洋浦的保税油加注量将
大幅度提升。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赋予了洋浦5项独有的自贸港政策。
其中包括“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
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

其加注本航次所需的保税油；对其加
注本航次所需的本地生产燃料油，实
行出口退税政策”。今年2月26日，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
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委印发的《关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
船舶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政
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政策实施相
关要求。

今年4月8日该项政策在洋浦正
式落地实施，目前已完成12单业务，加
注不含税油6123吨，货值283.3万美
元，吸引航运企业围绕洋浦新开通了7

条内外贸同船航线。
目前，多家保税油加注企业陆续

来洋浦开展加注业务，中石化燃料油
公司和中石化中海燃供公司均在洋浦
成立全资子公司。这两家公司与本地
企业国投油储公司均已向省商务厅申
请在海南自贸港范围内加注保税油的
资质。

据统计，今年1月至11月，洋浦
全区累计加注不含税油约 19.06 万
吨，其中，中石化燃料油公司保税油加
注量为16.01万吨，中石化中海燃供
公司保税油加注量为3.05万吨。

我省在洋浦开展保税油经营试点
进一步加快航运要素聚集，助力打造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洋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办照刻章只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符润彩）近日，蒲女士来到洋浦经济开发区行政
审批局服务窗口申请注册公司，一天内就拿到营业
执照和印章，不需要重复提交材料，也不用多跑。

据介绍，我省市场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时，需
在“海南e登记”网上操作，而此前由于系统没有
提示在洋浦新注册的市场主体可免费领取印章，
因此，市场主体要进行线下申请，加上审批与刻章
备案验证系统关联不到位的问题，造成市场主体

“多跑路”，需重复提交材料。针对这一堵点问题，
洋浦行政审批局在向省级相关部门反馈的同时，
由工委管委会安排资金开发新系统，解决了市场
主体的堵点问题。如今，在洋浦新注册的市场主
体，只需在“海南e登记”系统勾选政府免费刻章，
到政务服务中心领取营业执照时就可以拿到免费
印章，市场主体不仅“少跑腿”，还节约了成本。

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洋浦市场主体活力
不断激发。据统计，今年1月至11月，洋浦新增
企业5002家，新增个体工商户近1.4万家，已提供
免费刻章经费约273万元，预计全年将为新注册
市场主体节约刻章成本300多万元。

服务企业

洋浦海事局举办
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培训

本报洋浦12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智）12月28日，洋浦海事
局组织举办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及审核知识培训
班，并联合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洋浦航运办、
临高县交通运输局召开2021年航运公司安全管
理座谈会。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培训班上，海南海事局安全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从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知识、公司安全
管理常见问题分析、典型事故安全警示与分析、
最新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讲解和培训，并与参会
代表交流，提供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高效运行
方案。

当天下午，洋浦海事局还邀请相关部门联合
召开2021年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座谈会，通报了
2021年辖区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日常监
督检查等安全管理、典型事故案例等情况，并对
2022年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

管理培训

洋浦开展
2021年应急管理考核

本报洋浦12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邓晓龙）从12月27日起，洋
浦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和委托的第三方社会服
务机构，对全区有关危化品企业、机关单位开展
2021年应急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全区应急管理
工作责任体系，压实各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抓好开发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岁末年初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2月27日上午，在汇智石化厂区，考核组结
合开发区2021年度应急管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以2021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
为重点，考核企业的安全生产体系建设、HSE安全
管理制度建设、宣传培训教育、应急演练、风险管控
等内容。考核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安全培训计划
不够细化、安全管理制度没有及时修订等问题。

当天，考核组还来到经发局，检查该单位防范
遏制事故、健全责任体系与体制机制等情况。据了
解，此次考核对象还有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等14
家机关单位、傲立石化等32家有关危化品企业。

安全生产

在自贸港政策赋能和全区上下的
共同努力下，今年，洋浦经济发展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
全省名列前茅，荣获全省“按季抓、月
跟踪”一、二、三季度综合类最佳实践
奖第一名，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单项指
标最佳实践奖第一名。

据统计，洋浦前三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为302.3亿元，增长49.5%。今年
1月至11月，工业总产值797.6亿元，
增 长 28.8%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41.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7
亿元，增长19.5%；集装箱123.1万标
箱，增长36.5%；实际利用外资1.43亿
美元，增长296.6%。

今年以来，洋浦提出以“起步就
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拼搏姿态，
争分夺秒抢抓自贸港建设的“窗口
期”，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自贸港速
度”——

6个半月建成国外同规模需2年
建成的澳斯卡粮油加工项目；东方雨

虹项目从正式开工到首条生产线开机
试生产仅193天；110天建成4.6万平
方米的新标准厂房；75天建成开业国
药集团大健康新零售项目；百万吨乙
烯项目今年已累计完成纳统投资99.3
亿元，年度纳统投资计划完成率达
198.6%……

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洋浦加
快港产城融合发展，园区面貌焕然一
新。洋浦外国语学校、洋浦国际幼儿
园等学校建成投入使用；商业和生活

服务配套逐步完善，滨海文化广场及
电影院、体育馆、文化馆、图书馆等设
施已建成投入使用，集文化休闲为一
体的城市会客厅正加快建设；城市“六
化”建设深入推进，完成街景市政化改
造和市政照明改造工程，完成建设滨
海公园二期、迎宾大道绿化等工程。
洋浦正朝着“港大、产强、城优”的目标
稳步推进，一座宜居宜业的滨海新城正
在崛起。

（本报洋浦12月29日电）

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洋浦将创建一流营商环境作为自
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设的“重头戏”，
积极对标国际知名自贸港，全力打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不断增强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

坚持换位思考，变管理思维为服务
思维。洋浦建立定期政企恳谈会和职
能部门企业联络员制度，常态化听取企
业意见，建立困难问题清单台账，限时
督办销号。要求各级干部做到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企业有事政府跑、政府围
着企业转。实行投资项目专班专人跟
踪服务，项目审批实行一次性告知、承
诺、办结，全程帮办、容缺受理。

积极当好产业链的组织者和协调
者，促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
型和生产型企业合作。比如，协调解
决海南炼化与逸盛石化之间PX原料
不能直供、汉地流体融资困难等“老大
难”问题，推动构建产业生态链；协调

解决东方雨虹项目前期手续审批长、
污水处理难和大宗生产原料区内循环
自给供应问题；协调解决圣庄科技“一
线”放开“先入区，后检验”通关问题。

洋浦对标新加坡等自贸港服务标
准，出台了创一流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制定16个方面86条任务。同时，组建
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专班，在去年制定
并实施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优化营
商环境、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鼓励人

才引进等40条改善营商环境措施基
础上，今年又新发布10条措施，推动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洋浦推行极简审批，提升审批效
率，通过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大力
推广极简审批，落实市场准入“承诺
即入制”，企业开办、工程许可、地方
扶持政策、出口退税、涉危险化学品
证件等业务审批时间普遍压缩了
50%以上。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12月 29日下午，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举行海南·洋浦国际
健康食品港产业发布
会，正式推出洋浦国际
健康食品港这张招商
名片。发布会上，厦门
建发、海南国贸、邦吉
（上海）、菜鸟科技、广
西柳工、江南大学食品
学院等9家企业高校
与洋浦管委会签约，共
享国际健康食品港带
来的发展机遇。

作为海南自贸港
先行区示范区，一年
多来，洋浦工委管委
会始终将全速落地自
贸港政策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推动各项
政策落地，为洋浦高
质量发展赋能。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
名列前茅，洋浦保税
港区发展迅猛，海南
自贸港“样板间”初步
成型。

市场主体
快速增长集聚

外贸额321亿元

同比增长32倍

经济指标
持续倍速增长

工业总产值6.75亿元

同比增长2.1倍
今年1月至11月

2020年6月以来

新增签约项目32个

协议总投资96.62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约 181.68亿元

保税港区经营总收入 1793亿元

同比增长4.87倍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35%

完成税收 15亿元

同比增长2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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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保税油加注量超 19万吨

中石化燃料油公司

保税油加注量为 16.01万吨

中石化中海燃供公司

保税油加注量为3.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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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高塔林立。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