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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经济兴，投资结构决
定产业结构。儋州洋浦围绕自贸
港政策优势和产业定位，进行精准
招商。

翻开此次集中开工签约的项目
清单，可看出产业项目是此次活动
的“主角”，涵盖仓储物流、石化新材
料、食品加工等领域。33个开工项
目中，产业项目就达21个，占此次
集中开工签约总投资的73%；28个
集中签约项目，产业项目占了 14
个，占此次全部签约项目总投资的
94.5%。

今年5月，省交通厅提出，将从
构建儋州洋浦高速公路主骨架、打
造高品质环新英湾路网和提高儋州
洋浦之间路网通行能力等三个方面
入手，谋划了儋州洋浦一体化公路
建设项目共17个，总投资约620亿
元。今年争取开工建设洋浦疏港高
速公路，王五、南丰、洋浦3个高速
公路互通，环新英湾旅游公路，环新
英湾快速干道等项目。

主干公路网的构建，吸引了多个
大型仓储及港航物流项目的进驻。

位于儋州工业园区王五片区的
京东儋州智能电商运营中心项目
是国内互联网企业巨头京东集团
首次在儋州落子布局。项目总投
资5亿元，规划建设集订单生产中
心、大型分拨中心、大型转运中心、
大型仓储中心等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产业园区，计划在2023年底建成
使用。

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的天运国际
（海南）数智加工流通中心项目，由广
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计划投资16亿元，总建筑面
积约30万平方米。该公司副总经理
郭美文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南
省最大的智慧流通中心，推动儋洋产
业提档升级。

此外，逸盛洋浦石化物流园码头
改扩建、洋浦港散装物料中转库等港
航物流项目也相继上马开工，将进一
步提升洋浦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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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6月28日上午，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医
院（以下简称洋浦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医师孙爱国给一名男性患者实施了输尿管
软镜下钬激光碎石手术。对于一家综合医
院来说，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可是
在3年前，作为二级综合医院的洋浦医院，
却无法实施，当地的患者只能到儋州或海
口求医。

如今，除了上述手术外，洋浦医院还能
实施腹腔镜下胃穿孔修补、胆囊切除、阑尾
切除、膀胱结石钬激光碎石、颅内血肿开颅
血肿清除、脑出血钻孔引流等多种手术，让
区内居民健康有了更好的保障。

下面两组数据的对比，可发现3年来洋
浦医院的变化——

2019年6月前，每天病人门诊量100
人次左右；住院人数0人次；年手术量0台；

自2021年截至目前，每天病人门诊量
平均700多人次；每天住院人数100人次
左右；年手术量700多台；

3年时间，洋浦医院的变化何以如此之
大？答案在于，3年前，洋浦工委管委会提
出，大力引进专业人才及医疗设备，用两到
三年时间打赢洋浦医疗卫生事业翻身仗。

赵延旭是洋浦引进的首批医疗技术专
业人才之一。2019年6月，时任青岛市胸
科医院副院长的赵延旭作为高层次人才受
聘担任洋浦医院院长，尽管对洋浦医院的
情况有所耳闻，但到任后，医院的状况之
差，还是令他吃惊。

“全院18名医生，只有一名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仅3人，人手严重不足，口腔科、
眼科等常规的业务科室都没有，医疗设备
老化，很多诊治业务无法开展。”赵延旭说。

人才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

力。赵延旭上任后，开始面向全国招揽各
类学科专业人才，同时向洋浦工委管委会
打报告，申请经费采购医疗设备。

3年来，洋浦医院从各大三甲医院招揽
了一大批人才。目前，全院医生75人，其
中主任医师5人，副主任医师24人。同时
陆续采购了西门子CT机、瑞柯恩钬激光
机、GE小C臂、高清电子腹腔镜、多普勒彩
超、富士电子胃肠镜、美敦力柯惠高频电
刀、惠康体外碎石机、希森美康自动凝血分
析仪等一批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

人才的到来为洋浦医院注入了鲜活的
动力。孙爱国和妻子魏秀芝之前是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某医院副主任医师。孙
爱国擅长泌尿外科、普通外科和神经外科
常见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魏秀芝擅长冠
状动脉CTA诊断。2019年10月，夫妻俩
来到洋浦医院后分别任泌尿外科副主任医
师和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和赵延旭一样，孙爱国对洋浦医院的
最初印象并不美好。“我到住院部检查时，
整层楼空无一人，病房、手术室闲置不用，
还上着锁。”孙爱国说，如今医院所有的病
房已全部使用，二级医院能实施的手术，洋
浦医院都可以实施。

各类人才的加入和各类医疗设备的投
入，洋浦医院原有科室的技术力量得到增
强，还相继成立了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
皮肤科、中医科等科室，满足各种患者就医
需求。

随着儋洋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来
洋浦投资兴业的人将越来越多，对医院诊
疗能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将持
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实施人才兴院战
略，促进洋浦医院可持续发展，为儋洋一
体化发展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赵
延旭说。 （本报洋浦7月3日电）

年手术量从0到700多台

洋浦医院质变之路

海南炼化100万吨
乙烯项目开始中间交接

本报洋浦7月3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刘海龙）7月 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炼油化
工有限公司获悉，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
近日集中办理了轻烃回收、裂解汽油加氢、芳烃
抽提等3套主要生产装置和14套配套单项工
程中间交接，实现了项目“6·30”陆续中间交接
的目标，为今年9月30日陆续投料试车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工程中交是一项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标志着项目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转入生产开工准
备阶段。

据了解，截至7月3日，100万吨乙烯项目包
括动力中心、轻烃回收装置等48个单项工程已
完成交付。现场的操作人员正在抓紧进行管线
吹扫、仪表联校、联动试车等工序，为投料试车
做准备。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及炼油改扩建
项目，是海南省和中国石化重点工程项目，总投
资280多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230
多亿元，总体施工进度完成97%，项目竣工投产
后，将直接拉动超1000亿元的下游产业发展。

种植奇楠沉香木17.5万棵
预计结香产值达3.5亿元

儋州打造沉香产业小镇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何文新 丁子

芹）锄草、浇水、培土……近日，在儋州市南丰镇油
文村，村民陈必文精心管理着自家的奇楠沉香树。

2018年，陈必文进入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务工，学习奇楠沉香苗的嫁接和种植管理
技术。如今他已成为沉香苗嫁接和种植管理的
小能手，每月除了有4000余元的收入外，还从
公司领取种植了2000株奇楠沉香树。陈必文
说，油文村种植奇楠沉香的农户达45户，种植
近5万棵。

沉香是海南明确大力发展的“第四棵树”，
发展潜力巨大。2020年，在儋州市南丰镇政府
的支持下，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启动南丰沉
香产业小镇建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合
作模式，向南丰镇116户农户发放12.4万棵奇
楠沉香苗，同时免费提供种植、维护、造香、采
香等技术培训服务，保障农户种得活、能产香、
有收益。

据介绍，截至今年6月，南丰镇沉香产业小镇
项目完成种植奇楠沉香木17.5万棵，按目前市场
价格，奇楠沉香结香产值预估可达3.5亿元。

洋浦国际健康食品港首个
高端食品加工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林书喜 见习记者曹马志）7
月1日，由独凤轩中熬汤业（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4.8亿元建设的3万吨小分子蛋白原汤精深
加工产业基地项目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正式动工。
这是洋浦启动国际健康食品港建设后，首个落户
的高端食品加工项目。

高端食品加工是海南“十四五”期间重点发
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目前已经有一批全球
知名企业在洋浦布局健康食品项目，未来洋浦
国际健康食品港将成为儋州洋浦新的超百亿产
业集群。

3万吨小分子蛋白原汤精深加工产业基地项
目占地56余亩，建设面积7万平方米，计划引进
先进的提取浓缩自动化设备、可视化质检远程监
控系统、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全自动装箱码垛系统
等，同时建设全景封闭式参观通道，打造现代化、
智能化设备工厂以及研发总部，以技术创新为手
段，推动中国民间汤食配方实现标准化升级，提供
全球共享型供应链服务。

33个项目集中开工，28个
项目集中签约。7月1日，儋州市61个项目

集中开工签约，为儋洋一体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此亮眼的招商引资成绩单，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儋洋一体化是省委、省政府在洋浦成功打造自贸港“样板间”的
基础上实施的重大战略，打造儋洋经济圈，创建自贸港港产城融合发展先
行区、示范区，让“儋州因洋浦而更加开放，洋浦因儋州而更有深度”，成为
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

面对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企业当然不想错失良机，纷纷“买
票”，抢搭儋洋“快车”，谋求快速发展。

此次项目大规模集中开工签约，既是儋州洋浦今年上半年招商成果
的集中展示，更是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儋洋机遇不可失，投资兴业正
当时。

■
本
报
记
者

林
书
喜

见
习
记
者

曹
马
志

特
约
记
者

李
灵
军

稳住经济大盘，招商是关键。此
次集中签约的企业当中，有近10家
为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签
约的项目涉及总部经济、食品加工、
国际贸易、基础设施等，含金量十足。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是山东
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国家电投集团
三家世界500强企业联合发起设立
的国际能源交易场所，该中心计划在
洋浦建设总部大楼，建设集商务办
公、酒店餐饮、商业零售、综合娱乐为
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利用儋州洋浦的政策优势，加
快将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建成服务全
球的世界级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所，打
造成为海南自贸港面向东南亚高水
平开放和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的‘桥头堡’。”在签约仪式上，海南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梁
晓波表态。

中国500强企业厦门国贸集团

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发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在洋浦投资建设2条年加
工20万吨绿色食品原料生产线。

2021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
193位的上海德龙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跟洋浦签约贸易结算合作项目，
计划在洋浦开展大宗商品贸易结算、
物流、工业互联网、电商平台、智能工
程等业务。

“本次集中签约促成了一批创新
能力强、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
动潜力足的项目落户儋州洋浦，签约
规模为儋州洋浦历年来招商活动之
最，有力推动儋州重点产业补链强
链、创新突破，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提升优势领域核心竞争力，为加快打
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注入强劲
新动能。”洋浦投资促进局负责人说，
多家500强企业进驻充分说明，儋洋
一体化巨大的发展空间开始产生“虹
吸”效应。

500强企业抢滩进驻B

金杯银杯不如企业的口碑。一
流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金字招
牌”。洋浦一个月内3次给澳斯卡粮
油项目换地，推动该项目签约一个月
内即开工，半年多建成投产的优质服
务迄今仍在企业之间口口相传，津津
乐道。

儋州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在
招商引资上不搞花招、虚招，而是拿
出真招、实招，出台一系列优化营商
环境和招商举措，给来投资的企业吃
下“定心丸”，加快项目落地。

开展“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
能力大提升、全民大招商、儋州大发
展”活动，带动全市上下强化争先进
位意识，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

的姿态“比学赶超”，激情干事业、挑
战不可能，破解制约儋州发展的突出
问题，全力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

“一对一”服务重点企业，当好服
务企业的“贴心人”。今年6月初，儋
州市科工信局、洋浦投促局和交通港
航局建立联动机制，安排工作人员兼
任企业服务专员，对重点企业实行

“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借助

儋洋一体化行政体制改革，将涉及工
程建设、交通环保、卫生健康等领域
的679个审批事项，划转至营商环境
建设局，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一
枚印章管审批”。

今年以来，每天都有多家企业到
儋州考察，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当好“招商员”，积极陪同企业调研，
跟企业座谈，介绍儋州洋浦的产业布
局、政策优势、发展前景。

高效、体贴的服务推动项目
快速落地，“拿地即开工”。天
运国际（海南）数智加工流通
中心项目负责人何金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洋浦有
关部门积极为其解决了
项目报建过程中的仓库
限高问题，项目很快即
可开工。

儋州市政府和洋浦
管委会负责人表示，此次
项目集中开工签约，对儋
州洋浦产业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儋

州洋浦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
注入强劲动力，期待企业能够充

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朝着高
技术、国际化的方向做优做强，成为
海南产业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本报洋浦7月3日电）

产业项目唱“主角”

真招实招抓招商引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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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农虾谷”数字农业科创园
示范项目启动

稻虾共育 闲地生“金”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7月1日上午，在儋州市

那大镇石屋村，村民吴玉芳高兴地从海南稻虾生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稻虾股份）董事长陈
浩巍手中接过9万多元。这笔钱是她将自家1亩
多的闲置建设用地出租给稻虾股份30年的保底收
益。据悉，当天稻虾股份共发放100万元现金。

2018年10月，稻虾股份通过“土地入股”“先
租后股”“保底租金＋分红”的方式，与石屋村合
作，通过“资本+企业+村委会+农户”模式发展海
南热带小龙虾产业，实行产业扶贫，实现农业产业
化，带动当地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4年来，
该公司共带领儋州市石屋村及周边村子的278户
1199名村民脱贫增收。

稻虾共育是一种在热带地区通过小龙虾养殖
与水稻种植共用稻田，利用稻田的浅水环境，辅以
人为措施，既种稻又养虾，以提高稻田单位面积收
益的一种经营模式，该项技术能减少化肥农药投
入，节约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稻田生态环境，
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多收。

据陈浩巍介绍，为了做大做强海南热带小龙
虾产业，实现产业自我造血，稻虾股份携手石屋村，
共同探索盘活“三农”核心资产农村建设用地，壮大
发展集体经济。该项目是儋州市“农虾谷”数字农
业科创园示范项目，目标是打造成为海南热带小龙
虾产业总部基地，与国内互联网公司打造基于海南
热带小龙虾产业服务儋州农产品的产供销一体化
数字平台。

图①近日，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4号泊位，工人
在吊装门机圆筒体。

图②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工人在焊接工艺管道。
图/文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巫敏祺

100万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

加快施工进度
力争8月中旬顺利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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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