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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洋浦保税油
加注量超20万吨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麦彦礼）2021年，洋浦累计完成
保税油加注408艘次，共计21.87万吨，两项数据
相比2020年均实现翻番。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
月18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获悉的。

保税油加注政策落地以来，海南海事局推出了
一系列保税油便利化监管举措，比如对保税油供应
企业实施“一次备案，全省通用”的管理模式，备案后
的船舶保税油供应单位可以在海南辖区内开展跨港
区供油作业，减轻了保税油供应企业负担，减少审批
环节，为企业创造了便利化的“准入通道”。

在此基础上，2021年10月海南海事局印发了
深化海南自贸港船舶保税油供受作业便利化海事
监管的举措，从优化保税油供油船舶危险货物申报
制度，实施国际航行受油船舶“即加即走”管理模
式，开辟船舶燃油装载和使用信息报告便捷通道等
几个方面，为保税油供应企业、受油船舶、代理公司
等“松绑”，进一步助推了海南保税油业务发展。此
外，洋浦海事局创新性地推出了保税油“PC端+
移动端”的远程监管模式，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保
税油安全作业监管。

加强监管 | 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隐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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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徐亚辉

1月17日上午，全国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洋浦经济
开发区设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结束后，洋浦工委管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洋
浦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会议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
续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全区人民群众
平安祥和过节。

海南日报记者从洋浦应急管理局获悉，2021年，洋浦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重心，立足海南自贸港建
设安全监管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始终紧密围绕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坚持国家“一案三制”应急管理原则不动摇，扎实推
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拓宽安全监管深度、广度，在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增加197%，建筑工地新增35个的情况下，取得了生产安全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的好态势，同比分别下降63%和67%。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经过9个月的紧张施工，1月11
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东部生活区
的国际航运大厦项目迎来重要的工程
节点——1号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天，为2023年 4
月交付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此同
时，位于滨海文化广场的航运大厦展
示厅也对外开放，接受企业咨询及入
驻申请。

洋浦国际航运大厦项目由中国能
建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项目占地约60亩，由两栋楼及

中心下沉广场组成。其中，1号楼高
22层，由海南自贸港国际船舶登记中
心办公单元、航运交易所行政办公单
元和高端商务办公单元等组成；2号
楼高19层，集“商业+酒店+Loft 公
寓”等业态于一体，两栋楼高度均近百
米，外观设计相似。项目在规划设计
上，将人与自然深度融合，有机整合商
业服务、办公空间、绿化环境及酒店客
房，打造具有时代气息的城市地标和
城市新景观，形成极具品位和浓厚现
代气息的新街区。

随着“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启运港
退税、保税油加注等海南自贸港政策效

应的不断放大，未来的洋浦将成为国
际船舶登记中心，吸引中资非五星红
旗船舶回归登记，促进航运要素集聚。
因此，洋浦国际航运大厦未来将是海事
部门、国际船舶登记中心、国际结算中
心等航运相关产业链企业、涉外企业
的总部办公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后，
将填补洋浦没有高端商务办公和商务
酒店的空白，成为洋浦未来的行政中
心和商贸中心，海南西部地标建筑。

据航运大厦项目部经理张丹霞介
绍，项目在2021年4月15日正式开
工，在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面对海南
高温天气的不利环境，按照项目管理

“十化”工作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和施
工方案，进行无缝衔接施工，不但抢回
了因4次台风侵袭而耽误的工期，而
且1号楼主体结构还提前20天封顶。

据了解，在项目规划设计之初，中
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就决定将该项目打造成为绿色、优质、
标杆工程，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做好
施工现场环保工作，减少噪声和砂石
扬尘，减少废水、废气、废渣。通过建
设“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深入推进项
目管理数字化、生产运行自动化，以信
息技术精准把控施工现场，构建起安
全、高效、精准的“智慧工地”管理体

系，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
为了让有意向入驻的航运相关产

业链企业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在
1号楼主体结构封顶之际，设立在洋
浦滨海文化广场的航运大厦展示厅也
正式对外开放，接受企业咨询及入驻
申请。

葛洲坝（海南洋浦）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施兵说，在项目顺利封顶
后，施工重点将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
和水电消防暖通安装阶段，确保项目
建设按时建成交付使用，为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扛起央企的责任担当。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

洋浦航运大厦1号楼提前封顶
项目展示厅同时对外开放

洋浦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4个行政村完成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柳雨兰）1月18日，走进洋浦经
济开发区新英湾区办事处咸塘居委会卫生室，只
见室内整洁明亮，村医陈雄正为前来看病的群众
就诊。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原来的卫生室条件
十分简陋。如今新建的卫生室不仅面积更大，就
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配备了档案室、注射
室、药房、诊室、观察室等，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

为了让基层百姓能够就近看病，实现“小病不
出村”，洋浦着力从建设完善基层卫生室上下功
夫，严格按照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要求，完成了24
个行政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村级医疗机构就
诊环境大幅改善。

洋浦还对干冲医院进行异地重建，对三都卫
生院进行改扩建，不断完善医疗环境的同时，持续
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引进医疗设备，拓展诊疗范
围。2021年，干冲医院还新增了口腔科，开设了
国医馆，并完成住院部建设，不断满足开发区群众
就医多样化的需求。

洋浦主动服务企业
确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王冠丽）1月17日下午，洋浦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分别来到海南汉地阳
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检查工作，并跟企业负责人座谈，要求各部门全力
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开足
马力奋战一季度，确保实现“开门红”“开门稳”。

儋州市委副书记、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周军平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安
全生产、疫情防控等情况，希望企业继续巩固提升
现有优势，深入挖掘发展潜力，强化质量意识，加
大节能减排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履行好疫情
防控、环境保护责任，做大做强品牌优势，不断优
化生产效能，开足马力奋战一季度，为实现“开门
红”“开门稳”打下坚实基础。

针对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周军平要
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店小二”意识，提高服务效
能，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企业信心，助力
企业进一步稳生产稳运营稳安全。要加强与企业
沟通对接，指导企业用足用活用好政策，帮助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洋浦启动2022年春运工作

全力保障春运期间
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彩）1月17日上午，洋浦经
济开发区举行2022年春运工作启动仪式，洋浦交
警、交通运输、公交公司等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运
输企业代表参加。

在启动仪式上，洋浦交警支队负责人结合当
前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介绍了春运工作
目标和工作措施，要求相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主
动作为，严格路面管控，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
等重点车辆，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全力保障春运期间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为广大人
民群众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2021年洋浦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97%
建筑工地新增35个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同比下降63%

死亡人数

同比下降67%

洋浦立足于早准备、早安排、
早部署，组织三防成员单位开展防
汛防风隐患排查，完善洋浦三防专
项应急预案，科学部署汛期防范，
超前做好各项物资准备，确保防风
防汛应急响应安全有序。通过强
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
气演变，加强分析研判，高温、热带
气旋、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过程，
提前3至5天向有关单位发布并进
行滚动跟踪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有
效降低了灾害性天气财产损失。

加强对建筑施工领域的管控，
洋浦规划局组织专家对深基坑、高
处作业、起重吊装、脚手架和支模
架等重点部位和关键作业环节进

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确保施工
安全，对区内施工企业渣土车、水
泥罐车等工程车辆开展联合监管，
实施限时通行、规定行车路线等措
施，有效降低车辆风险。在台风来
临之前，及时做好防御工作，53个
在建项目全部停工，工人转移。由
于措施得力，所有在建项目工地无
一发生意外。

洋浦还多方位开展应急演练，
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2021年
12月 9日上午，洋浦2021年危险
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演练在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天然气有限公
司举行，区内17家危化品企业员
工观摩演练。此次演练从防范化

解重大险情重大风险为目的，着重
解决企业的自防自救和应急处置
能力，确保洋浦经济开发区危化品
企业的安全生产，同时促进全省安
全形势持续向好。

据洋浦消防部门有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洋浦先后组织开展
了工贸企业仓储仓库火灾事故、建
筑施工项目火灾事故应急演练、化
工企业停电事故应急演练、船载危
险货物应急综合演练、危险化学品
泄漏事故应急演练等多项综合性
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区内
各单位应急协调能力和应急处置
能力。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

加强演练 | 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C

洋浦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始终强调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定期研究
解决安全生产领域问题，认真履行“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工委管委会主要
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带队深入企业开
展安全检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全力推动安全生
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21 年，洋浦按照全省统一部
署，详细分解重点工作任务，研究制定
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定
期开展问题督办。采用联合检查和专
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企业开展

“拉网式”监督检查，共组织开展检查
432次，检查企业3019家次，排查治理

隐患3212项。2021年上半年在全省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考核评估
中，洋浦排名位居全省前列。

洋浦应急管理局严把安全生产入
口关，对招商引进项目落地前，坚持从
安全生产角度提出安全准入意见，对
企业有疑惑的事前审批问题积极上门
指导服务，研究推行多事项并联审批
和“容缺+承诺制”审批模式，进一步加
快审批效率，为企业提供优质审批服
务。同时，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建立安
全生产技术专家库，组织区内技术专
家，对区内企业动火、受限空间等事故
多发的作业环节，开展有针对性地监
督检查，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帮助企业
分析查找解决问题，既服务企业又做
到事前、事中、事后安全监管。

高位推动 |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作为石化产业园区，洋浦持续加
强对危险化学品领域的监管，对企业
开展拉网式检查，针对发现的隐患问
题，深挖重大风险、研判重大隐患，推
动企业开展深层次原因分析，抓好隐
患整改。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工业
互联网+危化安全生产”数字化监管平
台建设，预计今年上半年可投入使用。

“我们依托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监测预警系统和危险化学品一体化
监管系统，每日核查企业系统应用和
风险管控情况，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
时通知企业核查处置，实现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废弃
处置等各环节流向和流量的有效监
管。”洋浦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辉说，
洋浦通过持续加大重点时段的巡查巡
防和联合执法力度，及时处理各类问
题隐患，有效地遏制了事故的发生。

2021年9月21日，一盏正在燃烧
的大型孔明灯从儋州峨蔓镇方向飘移

并坠落至洋浦石化功能区石油罐区，
对石化企业的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
胁。企业专职消防队和洋浦消防海陆
特勤站队员成功处置该事件，及时避
免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目前，儋
州和洋浦已建立起联合打击非法制
作、销售、燃放孔明灯行为的工作机
制，确保洋浦石化功能区的生产安全。

针对工贸行业和小微企业安全生
产环节薄弱的状况，洋浦应急管理局
连续两年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
全区60家工贸企业和小微企业全面
开展了4轮安全指导服务，帮助企业
逐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同时，消防救援部门瞄准火灾防
控“靶心”，深入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岁
末年初、高层建筑、电气火灾等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及时消除火灾事故隐
患。目前，全区9家石化企业均已建立
了企业专职消防队，石化火灾防控工
作进一步增强。

洋浦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

层层压实责任
筑牢安全防线

A

安全监管人员在洋浦一企业内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洋浦应急管理局供图

消防救援在石化企业进行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洋浦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