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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省全媒体采访调研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 见习记者 刘晓惠

刚洗完野菜，又忙着收拾桌椅
……5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五指
山市水满乡毛脑村毛纳村民小组见到
村民王进华时，他正在忙着打点自家
的农家乐。

“村子里的游客多了，我就想开个
餐饮店。”王进华今年4月中旬萌生了
开店的想法，他在自家的小院置办了
几张桌椅，搭起雨棚、架起灶台，不到
半个月，就领着家里人把店开了起来。

毛纳村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许多
游客慕名而来，王进华的农家乐经营得
火热，“假期我们接待了不少客人，在种
茶、务农之余，多一份收入，心里高兴。”

王进华家隔壁，村民王莲英看着游
客渐增，便把自家临街的炒茶房改造成
便利店，售卖自制的手工茶、糯米酒和
土蜂蜜。王莲英的店面虽小，却引来不
少回头客，“游客还通过我的微信下单，
让我把茶叶邮寄到省外呢。”

“过来坐坐喝口茶吧。”顺着王莲
英的店铺往下走，记者被村民的吆喝
声吸引。发出邀请的是村民黄予，她
在村子里开小卖部已经十多年。以

前，她的顾客是周边的邻居、村民，卖
的是日常用品；现在，她的顾客是五湖
四海的游客，卖起了本地大叶茶、土鸡
蛋、土蜂蜜等特产。

黄予用自家种植、自家炒制的茶
叶，为记者泡了一杯茶，叶芽在水中翻
滚，茶香在口中四溢。

“我家有30多亩茶园，以前我们
的茶叶大多数是以生茶的形式卖给收

购商，价格比较低。现在村里游客多
了，我们自己炒制茶叶，直接卖成品茶
叶，利润率高了不少。”黄予说，村里的
人气旺了，生意也跟着旺了。

黄予对自家店铺和茶产业的发展
充满信心，她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还专门
为家里的茶叶设计了品牌商标，取了一
个雅致的名字“叁月山野”。黄予期待
着，“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们就能开网

店，把毛纳村的好茶卖到全国各地去。”
王进华的农家乐、王莲英的便利

店、黄予的茶叶网店……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积极打造美丽乡村，在毛纳
村，更多村民的美好生活故事正在书
写，一幅幅生态美、产业兴、生活好的
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以前哪有人知道我们这个深山
里的村庄，更想不到会有人来这里旅
游。”毛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有寿感慨道，“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村民才能在家门口端起新饭
碗。”

王有寿介绍，近年来，毛纳村立足
“全域旅游示范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着力改善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接待服务设施，村庄人居环境和文明建
设实现了质的飞跃，“我们还借着本地
大叶茶的美名，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访。”

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毛纳村时，记
者遇见了来自吉林的游客杨家森。他
一手提着两罐糯米酒，一手拿着一袋
大叶茶。“我在毛纳村感受到了淳朴的
黎族文化和热带风情，这里山水秀美，
值得再来。”杨家森说。

（本报五指山5月26日电）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大力建设“全域旅游示范村”

林深遮不住 茶香引客来

本报海口5月 2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炜森 邢君怡）5月26日，省公
安厅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专题传达
学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
彰大会精神。

会议指出，举办全国公安系统英
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公安工作的
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是全国公安队
伍接受党和人民的大检阅，是对党的二
十大安保维稳和今后工作的再动员再
部署。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以
公安英模为榜样，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
使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全力服务保障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聚
焦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加快构建适应自
贸港建设需要的现代警务体系。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倾力助推
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坚定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着力打造“四个
铁一般”过硬公安队伍，坚决完成党的二
十大安保维稳政治任务。

会上，受邀赴京参加表彰大会的三
沙市公安局永兴岛海岸派出所所长贺
胜，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警务技术二
级主管陈斌畅谈了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会见和参加表彰大会的感想。

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闫希
军主持召开会议。

省公安厅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公安系统
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精神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昂颖）
5月26日上午，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
任务推进会在海口举行，结合省委关于
党建引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决策部署，
细化贯彻落实举措。会议以电视电话的
形式开至各市县。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冯忠
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组织系统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做

“两个确立”的坚决捍卫者和“两个维护”
的坚定践行者；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组
织部长会议、全国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
务推进会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在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中展现组织部门的责任担当，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要系统谋划、全域推进，开创自
贸港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基层党建新格
局；要加强自贸港新兴领域党建工作，
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
力；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全面加强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建工作；
要做实做细发展党员和党员日常管理
工作，打造符合自贸港要求的高素质
党员队伍。

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召开

在自贸港建设中彰显党建引领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5月 25日，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
港区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办
公楼大厅，摆放着该公司生产的系列
产品：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
油、山柚油、小磨芝麻香油等。其中，
100毫升装的山柚油和小磨芝麻香油
今年3月上市，是该公司专门针对海南
市场研发的产品，采用高温热榨工艺
生产的产品，营养更丰富，质量更稳
定，不易变质。

澳斯卡粮油是洋浦的明星企业，项
目占地208亩，生产菜籽油、大豆油、
山柚油及开展油脂精炼等高端油脂项

目，总投资达35亿元，产能达百万吨，
投产后年产值约50亿元。这是《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洋
浦保税港区引进的首家大型实体企
业，也是首个建成投产的生产性项
目。该公司被广为传播的一个故事
是：项目签约前，一个月内3次提出换
地，洋浦一一予以满足。这令公司的
董事长张慧十分感动，表示“洋浦给我
机会，我还洋浦惊喜”。

该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到投产，均
创下了“洋浦速度”——2020年8月13
日正式签约到9月13日开始清表，仅用
时一个月，实现“拿地即开工”；从2020
年10月正式动工，到2021年4月上旬
首条包装油生产线投产，仅用时半年多
时间，创造全球同规模粮油加工项目最
快投产记录；2021年7月20日，主生产

线投料生产，7月23日就享受了加工增
值免关税政策，成为海南首家享受该项
自贸港政策的企业。

“像我们这样百万吨产能的粮油加
工厂，以往建厂需要两年，但我们仅用
半年多，实现了‘还洋浦惊喜的承诺’。”
张慧骄傲地说。

在多次的采访中，张慧对洋浦的营
商环境赞不绝口。“只有在洋浦，我才有
机会创造一个‘奇迹’。”张慧说，“没有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保姆般的服务，
项目不可能这么快建成投产。”

“从时间上来看，我来海南创业两
年，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有一种时不我
待的感觉，随着全岛封关运作的时间
越来越近，大家都有争分夺秒加快推
进自贸港建设的紧迫感。”张慧说，这
两年感受到了洋浦日新月异的变化，

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逐渐完善，新开
工的大项目越来越多，首单、首个、首
批等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企业项目
越来越多。

从去年7月到12月底，澳斯卡粮油
共生产加工大豆、菜籽19.6万多吨，产
值10.8亿余元。今年1月至4月，生产
加工菜籽15.6万多吨，产值10.4亿余
元，今年预计加工大豆、菜籽超30万
吨，产值超30亿元，力争达到40亿元。

“随着儋洋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我
们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大，享受的政策红
利也将更多。我对海南自贸港未来的
发展充满了期待。”张慧说，项目二期已
开工，争取今年投产，同时正积极谋划
三期建设，争取用3年至5年的时间让
产值达100亿元。

（本报洋浦5月26日电）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

“洋浦给我机会，我还洋浦惊喜”

本报那大5月26日电（见习记者曹
马志 记者林书喜）根据省委统一部署，
5月25日，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儋州开展宣讲
活动。

报告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
网信办主任宋少华作专题报告。他从

“深刻认识省第八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党代会报告的主要精神”“始
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科学把握海南自
贸港建设节奏”“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
展‘第三极’”等4个方面，对党代会报告

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阐释，具有较强
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会议要求，儋州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
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重大意义；进一
步加强政治引领，全方位掀起学习宣传
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新热潮；进一步
推动成果转化，切实将学习贯彻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转化为高质量推动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的实际成效，为打造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
儋州洋浦新贡献。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儋州

深入解读报告 全面领会精神

本报嘉积5月26日电（见习记者黎
鹏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林精）根据省委
统一部署，5月23日下午，学习贯彻省
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到琼海开
展宣讲活动。

报告会上，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工委副主任童光政以《贯彻落实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
体系》为题，深入解析“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海南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现状和构建思
路等内容。宣讲观点鲜明、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会议要求，琼海全市上下要以此次
宣讲为契机，进一步在全市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坚
持学用结合，强化责任落实，切实扛起高
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琼海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到琼海宣讲

坚持学用结合 强化责任落实

本报文城5月26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者黄良策）根据省委统一部署，5
月23日，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省委宣讲团走进文昌开展宣讲活动。

报告会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厅长李东屿围绕“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八大重点任务、八大辩证关系、规划
引领和要素保障等4个方面系统详细解
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文昌全市上下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要把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
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与当前开展的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及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结合起来，与具体工作实际和职责结
合起来，扎实履职尽责，努力提升工作质
效，蹄疾步稳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文昌国
际航天城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在文昌宣讲

扎实履职尽责 提升工作质效

本报万城5月 26日电（记者张惠
宁）按照省委统一部署，5月25日下午，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
团走进万宁开展宣讲活动。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科院
院长王惠平为万宁市约500名领导干部
作了专题宣讲。他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海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三大
部分，紧扣住“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
结奋斗”“攻坚克难”等关键词，并结合万

宁实际，向与会人员讲解了海南三个新
的使命。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要明晰海南发展的“1348”战
略框架和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要坚持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立省，
坚持守牢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八个自
由贸易港”。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在万宁宣讲

明晰战略框架 做好重点任务

5月 26日，洋浦经济开
发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
项目施工场面热火朝天。目
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完成约
93.96%，116个主项详细设
计完成，正在进行相关设备安
装和调试工作。该项目建成
投产后，预计可拉动超过
1000亿元下游产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刘海龙 图/文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

总体进度
完成超九成

5月26日上午，在五指山市毛纳村，村民教游客织黎锦。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瞰园区·看变化

在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一名工人在打磨刚焊接的管廊。

在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几座大型设备耸立在夕阳下。 在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进行高空焊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