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海南全社会用电量达

405.4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1.98%
首次突破400亿千瓦时

累计用电量 19.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12%
畜牧业和渔业养殖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65.65%和 13.05%

累计用电量 158.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
其中，建筑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9.07%

第二
产业

累计用电量 146.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43%，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用电量23.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64%

第一
产业

第三
产业

制图/孙发强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热！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三
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的
第一感受。

头顶大太阳，工地上机械的轰鸣
声与钢筋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塔吊
矗立、挖掘机忙碌、工程车穿梭，遍布
的黄色安全帽、橘色工作服，一同组成
一幅拼搏实干的图景。

“干劲十足！开工约40天，我们
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12%。”三亚合
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长刘伟浩
介绍，该项目占地约3万平方米，包括
商务办公区及商业中心两大部分，建
成后将成为三亚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化
区域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集聚区、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
“虽然开工稍有耽误，但我们预定

的完工时间不变，且能争取提前竣
工。”这份自信从何而来？刘伟浩介
绍，从项目论证、可行性方案研究，到
建筑方案编制、初步设计、项目供地
……每一阶段他们都挂图作战，制定
好“时间表”“作战图”“任务书”，明确
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将目标任务分
解到各单位，形成实实在在的推进举
措，乘势而上确保各项工作按照时间
节点如期完成。

与此同时，项目施工地还被划
分成不同区域分进度施工：这边挖
掘机伸出机械臂取土，那边工人们
已忙着卸钢材、绑扎钢筋，稍快的区
域则在浇筑混凝土，工序之间紧凑

衔接，在最大限度争取施工时间的
同时，施工方还通过多种方式保障
施工质量。

记者看到，施工地分布着30余个
深1米多，长宽约4.5米的基坑，来自
四川的工人阿来母哈正和工友将钢筋
铺入基坑，“每根钢筋要保持10厘米
左右的间隔，每个基坑要放置的近90
根钢筋交叉处还要用铁丝绑扎，确保
建设质量。”

为了抢抓工期，今年春节，工人赵
建军主动留守项目，和50多位工友一
起在奋斗中过年。“这是我第一次在三
亚过年，春节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施工
方都为我们考虑周全了，不仅有丰盛
的年夜饭，加班补助也少不了，大家的
工作热情都很高！”赵建军说。

“我们计划今年5月初完成地下
室底板结构施工，7月中旬实现冲出

‘正负零’。春节期间项目建设也‘不
打烊’，我们将加班加点，乘势而上、拼
搏实干，安全、优质、高效地推进各项
工作，确保项目施工进度。”刘伟浩说。

三亚中央商务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春节期间，园区内不停工的项
目将有3个，对此，园区将帮助做好物
资储备、生活保障和疏导帮扶等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问

题，积极推进项目奖补落实，同时进一
步加大力度促进园区项目建设提速，
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保驾护航，助力
三亚打造改革开放发展标杆。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

三亚中央商务区春节期间将有3个项目不停工

紧扣时序赶进度 项目推进再加速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首届海南自贸港
国际美术展开幕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记者
邱江华）1月26日，2022（首届）海
南自贸港国际美术展在省博物馆开
幕。本次展览遴选了历届北京国际
美术双年展中的部分精彩作品，其
中国际作品70幅，中国作品30幅
（含港澳台），展出时间为1月26日
至2月20日。

本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涵盖多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中国美术家协
会的平台，以学术至上的原则，优中
选优、特中选特，具有规模大、质量
高、品类丰富的特点，全面体现了当
前世界绘画和雕塑艺术创作的新面
貌。

展览内容紧扣新时代人类美好
愿望的新需求，紧跟艺术创新发展
新趋势，以“开放、包容、活力”为核
心理念，以“差异化、精品化”为主方
向，注重载体创新、组织形式创新、
展览内容创新、展示手段创新，打破
传统展示的格局和模式，突出多元
艺术特色，为海南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
主席夏斐表示，本届展览体现了当
前世界绘画艺术创作的当代特征和
基本面貌，体现了国家级的艺术水
准和办展理念，为海南广大人民群
众呈上了一场美术盛宴。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中国
美协、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省文
联、省美协共同举办。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昂
颖）1月26日，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
展舞台艺术精品2022年展演剧目
——舞剧《曹雪芹》在省歌舞剧院上
演，用舞蹈语言讲述了曹雪芹跌宕起
伏的一生和《红楼梦》的创作故事。

舞剧以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为背
景，通过时间倒序、时空交错的编排

手法，艺术性再现了“字字看来皆是
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创
作历程，还原了曹雪芹辛酸曲折的一
生，让观众领略到这位文学巨匠“传
神文笔足千秋”的文化生命力。

在编排与表现中，舞剧融入了很
多巧思，以更深入地刻画人物心理，
力求表现出人物的深度与层次感。

曹雪芹扮演者林晓靖说：“比如，我在
诠释角色时发现，落寞后的曹雪芹总
习惯低着头、弓着背，但当他埋头伏
案、奋笔疾书时，却有着不一样的豪
情与气魄。”此外，贯穿剧情始终的

“风筝”也传递出不同的情感内涵。
它既是曹雪芹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也
是对写作理想的执着追求。

“看完这部舞剧，我感到非常震
撼，每个细节都值得品味。”海口市民
王甫凌表示，近一个月来，她一直关
注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在她看
来，艺术展的一系列活动，让市民能
够在各类艺术的殿堂中获得精神的
升华，陶冶了艺术情操，“我觉得举办
这样的活动十分有意义。”

舞剧《曹雪芹》海口上演

讲述曹雪芹生平和《红楼梦》创作故事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玉 刘飞）海南日报
记者1月26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获悉，2021年海南全社会用电
量达 405.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98%，首次突破400亿千瓦时。

去年海南成功应对电力缺口，
电力供应正常，全省统调最高负荷
10次创新高，最高达647.4万千瓦，
较历史最高负荷增长16％。

数据显示，2021年，我省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量分别

同比增长16.12%、8.43%、15.43%和
12.13%。其中，第一、第三产业增速
较高，是拉动省内用电量增长的主
要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充换电服
务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用电
量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4.86%，
成为新的用电量增长点。

2021年，海南电网公司累计完
成全省新增用电报装户数74万户，
实增容量966.94万千伏安，分别同
比增长85%和96%。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春节前夕，海南生态软件园配套
的微城剧场负责人、海南微城演艺有
限公司总经理沈绍文尤为忙碌。在
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前，他要张罗好微
城剧场举办的多场惠民演出，给园区

入驻企业的年轻人和澄迈当地居民
送上节日“精神大餐”。

今年66岁的沈绍文曾全程参与
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后又参与了9年的
国家大剧院的管理，并主持建设了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经验丰
富。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园区剧场

建设标准很多方面都是对标一流，硬
件设施水平在海南剧场中名列前茅。

“去年3月剧场开始办公益性艺
术沙龙，到年底一共办了28场。”沈
绍文说，剧场还与海南大学、海南师
范大学等高校艺术学院建立了合作
关系，海师音乐学院还认定微城剧场
为该校“艺术实践教学基地”，剧场尝
试举办的商业演出也获得成功。

经过10余年发展，海南生态软件
园成长为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平
台和载体，如今入园企业已突破万家，
去年园区的营收更是超过了1000亿

元，税收突破100亿元，在海南自贸港
11个重点园区中位居前列。

特别是去年，海南生态软件园面
向未来积极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入
园企业积极落地发展和扩大经营规
模，园区人气不断提升。腾讯、百度、
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大量人员进驻办
公，其中仅百度一家就已有400人入
园办公，今年计划扩展到1000人；位
于园区二期的腾讯生态村也已建设装
修完毕，目前已有超过300人办公，近
期还将计划到位1000人。

互联网企业以年轻人居多，为了

吸引企业，留住年轻人才，海南生态软
件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近年来
投资上百亿元建设改善园区环境和配
套，打造幸福“微城”。其中，投资20
亿元建设的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已成为园区招商引智的重要吸引力。

“去年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的
学生中，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浙
江、江苏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比
例已经占到了45%，解决了孩子教育
的后顾之忧，人才也会随之而来。”海
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说。

（本报金江1月26日电）

海南生态软件园：

文艺赋能 打造幸福“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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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监委联合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
策划推出短视频、创意海报

提醒党员干部廉洁过春节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廉洁自律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心底踏
实最安心”“粗茶淡饭清香有味，遵纪守法梦里不
惊”……春节即将到来，1月26日，省纪委监委宣
传部联合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推出廉洁提醒创意
短视频《节盼》，引来广泛关注、转发、留言和点赞。
不到两个小时，《节盼》在海南廉政微信公众号和海
南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浏览量就已突破2万次。

按照惯例，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在元旦
春节前夕通过印发通知、发送短信等方式，提醒广
大党员干部遵守纪律、廉洁过节。今年，省纪委监
委宣传部创新方式方法，通过策划推出短视频、创
意海报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廉洁过节提醒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生动开展纪律教育、警示教育和家风
教育。

《节盼》时长1分54秒，从一个落马官员的
孩子的视角出发，讲述其作为党员干部的父亲逐
渐被“围猎”，走向贪腐的过程，以及对家庭带来
的沉重打击和影响。视频里生动的故事情节、孩
子以稚嫩声音讲述的话语，都在警示教育广大党
员干部每逢佳节倍思“清”，拧紧拒腐防变的思
想“总开关”。

由省纪委监委策划、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设
计的廉洁提醒创意海报以“春”字为画面主体，将

“春”字下半部分艺术化地设计为节日窗花和“廉”
字。海报上，“年关也是廉关 节点就是考点”“清
清爽爽过‘廉’节”等字样格外醒目。

“在临近春节的关键节点，我们通过创新教育
方式讲好警示故事，正是为了进一步教育广大党
员干部慎独慎微，明法纪，守规矩，营造崇廉尚洁
的社会氛围。”省纪委监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罗增斌当选海口市委书记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计思佳）中国共

产党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月
26日选举罗增斌为海口市委书记，丁晖、林海宁
为海口市委副书记，当选为海口市委常委的还有：
华晓东、刘春梅（女）、陆敏、冯琳、杨会春（女）、邓
立松、伍振湘、王邦德。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十四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会春
（女）为市纪委书记。

关注市县党代会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慰问道德模范

弘扬模范精神
凝聚向善力量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胡静）近日，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看望慰问道德
模范代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尊崇礼遇道德模范，
营造德者受尊、德者有得的浓厚氛围，更好发挥道
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1月26日，在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陈重私
家中，慰问组送上礼遇慰问金和新春祝福，详细询
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近况，鼓励他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在工作岗位上勤
于学习，掌握技能、提高水平，积极投身海南自贸
港建设。慰问组还叮嘱了陈重私所在的企业相关
负责人对其予以关怀。

春节前夕，慰问组通过多种形式，对51名第
八届海南省道德模范进行礼遇慰问。其中，有身
残志坚自强不息，多年关爱他人、回馈社会的企业
家李王花；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工人
亢会元亲属；有长期工作在脱贫攻坚和综治维稳
一线，燃尽生命的基层干部陈霄家属；有面对暴徒
丝毫不惧、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消防员
农国切等。

按照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的要求，各市县把
开展慰问帮扶道德模范活动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通
过资金帮扶、志愿服务等方式，落实关爱帮扶措
施，营造崇尚、学习、关爱道德模范的社会氛围。

我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牵线搭桥

去年推动
转移就业约11.7万人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林森森）2021年，我省采取有力举措，推动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11.6991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29.99%。这是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获悉的。

据介绍，我省启动重点项目用工调度机制，统
筹各市县就业部门做好重点项目企业务工保障工
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省累计组织发动
6855名海南农民工到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务工，
其中对接成功4253人。

针对需要帮扶的农村劳动力，我省大力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2021年全省就业援助月活动
期间，共对5897户重点就业帮扶对象家庭进行走
访慰问，帮扶就业困难人员 448 人实现就业、
5854人享受政策，并为165个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的用人单位落实扶持政策。

为了让更多海南农民“走出去”开阔眼界、提
升能力，我省强化本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积极鼓励和引导他们外出务工。结合“春风行动”
和稳岗留工活动，我省去年开展“点对点”服务保
障农民工活动13次，累计输送2373人到广东省
珠海市、深圳市等地务工。

奋进新一年

1月26日，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本报记者 李梦楠 摄

去年全省用电量首次突破400亿千瓦时
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16.12%、8.43%、1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