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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港口货物吞吐量
达 1968.61 万吨，其中，外

贸货物吞吐量 1087.53 万
吨；内贸货物吞吐量881.08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67.06 万标箱，同比增长

48.73%

截至目前

洋浦航线达到 39 条，

其中，外贸航线 18条，内贸

航线 21 条，基本覆盖国内
沿海城市和东南亚地区主
要港口

形成“兼备内外贸、通
达近远洋”的航线新格局，
成为太平洋与印度洋黄金
水道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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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加密 推动港航产业快速发展

6月19日上午，载重吨达6.7万吨的“泛亚上海”轮
停靠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3号泊位上。该轮是洋浦
国际集装箱码头的常客，每周至少跑两趟，往返于洋浦
港和广西钦州港之间。

“今年4月以来，码头业务变化最大的就是洋浦至
钦州之间的航线形成每周两趟的相对固定的班轮。”唐
兹永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此之前，一周可能只有一班
甚至没有。

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双重国家
战略的机遇，洋浦不断加密内外贸航线，推动港航产
业快速发展——

2020年9月28日，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集装箱航
线——“洋浦-南太-澳洲”集装箱航线开通运营；

2020年10月29日，中越国际班轮航线开通，系海
南自贸港建设以来开通的首条东盟航线；

2021年10月28日，开通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打通重庆至洋浦到东盟的路径，首次实现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
2021年11月9日，中远海运FCE印度洋航线开

通，成为海南自贸港第二条远洋洲际航线；
……
如今，洋浦航线达到 39条，其中，外贸航线 18

条，内贸航线21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城市和东南
亚地区主要港口，形成“兼备内外贸、通达近远洋”的
航线新格局，成为太平洋与印度洋黄金水道的关键
节点。今年还将开通美西航线和欧洲航线，实现五
洲通达。

航线不断加密的同时，“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启运
港退税等5项自贸港航运政策也全部落地并取得成
效：2020年6月1日至今年5月底，洋浦新增航运产业
类相关市场主体457家，新增海事登记船舶231艘，总
运力达 1003.5 万载重吨，历史性突破 1000 万载重
吨。其中，33艘为“中国洋浦港”国际船舶，总载重吨
达516.79万吨。

把握定位 打造国际航运枢纽港

天然的良港条件让洋浦注定因港而生，因港而
兴。自1990年国投洋浦港一期工程建成以来，经过32
年的发展，洋浦港口的码头已建有泊位47个，吞吐能
力达1.13亿吨，泊位种类齐全，为洋浦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

随着海南自贸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的实
施，洋浦港再度肩负重任，其定位由地区性重要港口提
升为国际枢纽海港，将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航运枢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港口发展同洋浦经济
开发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得益彰、互促共进，更好服
务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这对洋浦
的港口建设和港航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洋浦
交通运输和港航局局长邵晋宁说。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是省委、省政
府实施儋洋一体化发展战略，赋予儋州洋浦的四大发
展定位之一。《关于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增强洋浦港中转集拼业务功能，加快建设我
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门户港、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今年计划开工项目4个，分别为洋浦国际集装箱码
头扩建工程、洋浦港区航道改扩建工程、逸盛石化码头扩
建工程和国投油储3万吨级油品化工码头工程。”邵晋宁
说，其中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总投资105.3亿
元，计划9月开工，项目建成后，洋浦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
将超过700万标箱，成为我国具有高水平资源配置能力
的区域国际航运中心和港航物流供应链服务中心，进一
步带动临港相关产业发展。 （本报洋浦6月19日电）

成绩亮眼 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创新高

今年5月，是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高光月份，单
月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37万标箱，创下洋浦港口单月
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新高。5月20日当天，该码头还创下
了单日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新高，达到了7629标箱。

“5月20日有5艘货轮进港作业，码头有10条作
业线，我们一共开通了8条，才满足需求。”洋浦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中控室主任唐兹永说。

集装箱吞吐量大幅度提升得益于自动化设备的投
用。唐兹永介绍，去年码头增加了24台场桥、4台岸桥
设备及32套远控设备，目前码头的远控作业占比达
94%，作业效率比2021年提高了28.58%。同时，由于
接通了岸电，港区岸桥、场桥和拖车改用油为用电，实

现“油转电”的能耗转型，进一步降低了能耗。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5月的高光表现，带动了整

个洋浦港口业务量逆势上涨。今年前5个月，洋浦港
口货物吞吐量达1968.61万吨，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1087.53万吨，内贸货物吞吐量881.08万吨。集装箱
吞吐量完成67.06万标箱，同比增长48.73%。

目前，从洋浦港口上岸的进口货物主要为水渣、钢
材等，出口货物主要为原纸、文化纸、食用油、罗非鱼
等。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工作人员周昌懋说，随着
海南炼化检修完成及下半年100万吨乙烯项目投产，
今年下半年洋浦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和集箱吞吐量将迎
来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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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回放
4月12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来到洋浦国
际集装箱码头小铲滩
港区，了解港口建设
发展情况，同现场作
业人员、挂职干部代
表等亲切交流。

牢记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振兴港口、发展运
输业，要把握好定位，
增强适配性，坚持绿
色发展、生态优先，推
动港口发展同洋浦经
济开发区、自由贸易
港建设相得益彰、互
促共进，更好服务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共建“一带一路”。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千懿 检校：李彪 陈伊蕾

A02

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儋州洋浦把握新发展定位，推动港航产业快速发展

打造国际航运枢纽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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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

洋浦，是海南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也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一系列制度创新的试验
田。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考
察时强调，要推动港口发展
同洋浦经济开发区、自由贸
易港建设相得益彰、互促共
进，更好服务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
这一嘱托，不仅为洋浦港口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更好地发挥
对外开放的门户作用、加快
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
提供了遵循。

开放催生机遇，开放带来
发展。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的发展，是海南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扩大对外开
放的生动缩影。如今，洋浦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不断创历
史新高，今年 5 月，单月集装
箱吞吐量达到 14.37 万个标
箱；内外贸航线四通八达，形
成“兼备内外贸、通达近远
洋”的航线新格局，总航线达
到39条……在扩大对外开放
中，洋浦与世界的联系日益
紧密，人流、物流、资金流不
断向洋浦集聚，洋浦的战略
性地位和国际航运枢纽作用
更加凸显，高质量发展活力
日益充沛，为海南适应对外
开放新要求、更好地融入新
发展格局打下了良好基础。

坚 定 不 移 扩 大 对 外 开
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赋予海南的重大责任使
命，也是海南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需求。海南牢记嘱托，
坚持开放为先，深化对外交
往与合作，推动自贸港建设
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如今，海
南入境游免签国别扩容、离
岛免税购物加快发展，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加速推进；国
际“朋友圈”持续扩大，截至2021年底，共有来自
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海南投资；外
贸增速持续加快，2021 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76.8亿元，比2020年增长57.7%。开放，让
世界分享海南发展机遇，也让海南更好地集聚和
配置全球资源，加快探索自由贸易港积极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新路径。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加
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强合作共赢是关键。海南
要积极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把自
身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
开放门户，发挥海南处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两个
最活跃市场交汇点的优势，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和
北部湾城市群，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
化等重大国家战略联动发展。要扩大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成
为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外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
重要门户。要加快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
枢纽建设，强化海口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增开新开
第五、第七航权航班，吸引航运公司和航空公司加
密至海南的国内外航线航班。要进一步做好外事
工作，扩大自由贸易港国际“朋友圈”。继续办好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使之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全
球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塑造发展新优势，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
能，定能迎风破浪，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
开放的示范，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
风范的靓丽名片。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运行队
队长赵成：
做好本职工作
助力自贸港建设

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洋
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小铲滩港区，了解
港口建设发展情况，同现场作业人员、
挂职干部代表等亲切交流。作为码头
的一线员工，有幸在现场聆听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我非常激动。

码头的工作很辛苦，但能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我
十分自豪。如今，每天看到不同的
货轮进出港作业，每个月集装箱作
业量都有很大的增长，说明海南自
贸港发展的势头足。我将鼓足干
劲，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争做新
时代的追梦人。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林书喜）

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
局长邵晋宁：
高标准打造西部陆海
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近年来，洋浦积极落实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及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发
展布局，以“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制度
为抓手，积极推动境内建造船舶出口
退税、进口营运船舶免关税增值税、
内外贸同船运输加注保税油、启运港
退税等多项航运政策快速落地实施，
不断吸引航运要素向洋浦聚集。截
至目前，“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登记船
舶达33艘。

今年，洋浦港区计划开工建设4
个项目，加快港航基础设施建设、航
运制度创新、航线布局优化、航运要
素集聚。我和同事们将牢记总书记
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将洋浦港建设成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和国际
枢纽海港。

6月18日，烈日当空。在儋州市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6艘货轮一字排开，岸桥吊机将一个个集
装箱吊装到货轮上。放眼望去，码头堆满了集装箱，场内拖车来回穿梭，港区内一片繁忙。

单日吞吐量超7000个标箱，最高船时效率每小时达235自然箱，单机作业效率每小时达43自
然箱……今年以来，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不断地创造历史新高。

今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考察调研时强调，振兴港口、发展运输业，
要把握好定位，增强适配性，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推动港口发展同洋浦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港
建设相得益彰、互促共进，更好服务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

牢记总书记嘱托，儋州洋浦把握新发展定位，今年将力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二期工程等4个
水运项目开工，加快打造成为国际枢纽海港，推动港航产业快速发展。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中控室，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码头作业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