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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席儋州名宴、20道地标名菜、10道地标名
小吃、15种地标名食材……7月26日，在第二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椰香四海”琼菜精品暨

“儋州印象 寻味东坡”儋州美食精品推介活动
上，经过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和儋州市餐
饮烹饪协会精心推选的55道儋州美食集中亮
相，展现了儋州美食魅力和饮食文化的软实力。

借助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平台，举
办儋州美食精品推介活动，旨在深入挖掘东坡文
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儋州及地方特色美食
的知名度。

活动现场，由儋州名师团队制作的东坡肘子、
东坡玉糁羹、东坡酸杨桃肉丝、东坡酒煮蚝、东坡
椰盅羊肉、东坡扣肉、黎子云鸡饭等地方特色佳肴
香气扑鼻，吸引嘉宾驻足品尝。

“儋州好多小吃美食我都品尝过，非常有特
色，食材新鲜、做工精细，名不虚传。”海南省酒店
与餐饮协会副会长王晓添说，儋州是海南西部美
食的天堂。

儋州市相关负责人说，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期间举办“儋州印象 寻味东坡”儋州
美食精品推介活动，对推动儋州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儋州正着力打造现代
服务业发展高地，餐饮、酒店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诚挚欢迎企
业家朋友到儋州投资发展，共绘宏图。

东坡文化是儋州的一张亮丽名片。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和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支持儋州设立东坡美食文化传承创新
基地，向全球宣传推介儋州美食文化，推动儋州美
食“借船出海”，飘香世界。

未来，儋州将加快农业产业化品牌化，依托正
在打造的国际健康食品港，做好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接二连三文章，努力形成带动儋州、辐射全岛农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为海南发展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提供儋州经验和儋州方案。

（本报那大7月31日电）

儋洋抢滩健康食品、跨境电商新“蓝海”

布局新赛道 培育新动能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近年来，随着健康
意识和消费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愿意为
健康投资，花钱买健
康。据普华永道数据显
示，当前中国大健康市
场规模已达到13万亿
元，且在过去的8年高
速发展，市场规模年复
合增长率高达13%，目
前已跃居为全球第二大
市场。

由此可见，大健康
产业已经成为一片巨大
的蓝海市场，健康食品
成为新一轮发展潜力的
“黄金赛道”。

借助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之
机，儋州市通过举办国
际健康食品产业峰会、
全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论坛、儋州美食精品推
介等大型活动，吸引更
多的食品行业企业进驻
洋浦国际健康食品港，
在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
极中抢占先机，寻找投
资新机遇。

洋浦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一带一路”的战
略交汇点，又有多项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加持，企
业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儋州通过抢先在健康食品赛道发力，将国际
健康食品港打造成海南实体产业发展的新名片，
为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2021年12月29日，在省委省政府宣布实施
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当天，谋划许久的洋浦
国际健康食品港亦宣布启航。未来，将聚焦功能性
食品、特色健康食品、精品肉类、健康油脂等四大产
业方向及上下游配套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打造国
际健康食品要素集聚新高地和超百亿级产业集群。

在国际健康食品产业峰会上，来自健康食品、
新消费龙头企业、研发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100
多位行业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海南
自贸港及儋州洋浦健康食品产业投资新机遇。

“随着大健康与新消费时代的来临，健康食品
不断向前发展，打造完整的健康食品产业链，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儋州发展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国际投
资促进会副会长姚文萍说。

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于连富表示，通过消博会这个平台举行健康食
品产业峰会，促进更多的企业合作，在洋浦形成互
惠互利的上下游产业链，共同把健康食品产业的
蛋糕做大。

截至目前，已有大庄园、独凤轩、龙大等多个
食品加工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煌上煌、漯河泰威、
福成五丰等项目已落地。在此之前，国药大健康、
澳斯卡粮油、陆侨国际海产品加工等项目已建成
投产。洋浦的健康食品产业群初显雏形。

今年，“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
正从洋浦保税港区向洋浦经济开发区全域推广，
享受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的货物超20亿元，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惠享着自贸港政策红利。多达
39条的内外贸航线让货物通过洋浦可以兼备内
外贸、通达近远洋。

发力“黄金赛道”

7月26日下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儋州市
（洋浦管委会）联合举办全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论
坛，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国际组织负责人、领
军企业代表等，围绕全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发展
现状和趋势、跨境电商与数字经济、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监管、商业模式创新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等
热点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

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成为全球购物天堂
是海南自贸港发展定位之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推动贸
易转型升级。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发展
跨境电商、全球维修等业态。

由此可见，跨境电商是国际贸易的新业态、新
模式，也是海南自贸港的一个新机遇。除了离岛
免税，海南进口跨境电商业务是海南免税产业的
重要组成板块。海南跨境电商行业有着巨大的发
展空间。

《总体方案》发布后，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
区示范区的洋浦抢占先机，及时引进卓志、寺库等
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其中，卓志在洋浦保税
港区建设全球优品分拨中心数字服务贸易平台业
务及跨境电商贸易服务项目，进口货物在保税仓里
进行分包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给全国消费者。

寺库首创零售体验店模式，开展跨境电商新
零售模式业务，消费者可直接到洋浦保税港区内
购买商品并便捷提货出区。

如今，儋州正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航运枢纽，儋州机场前期工作也正在稳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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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今年开工建设。日益完善的交通设施，将为进
口跨境商品的快速便捷地流通提供有力支撑。

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洋浦具有
发展跨境电商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洋浦保税港
区率先实行营业性商业设施、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
策。特别是跨境电商“线下自提”业务将为跨境电
商新模式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应用场景。

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施工难度最大、工艺最复杂的管道工程加快推进

给低温管 上保冷外衣

儋州暑期托管服务活动丰富多彩，
家长点赞——

官方带娃，就是放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符武月

7月29日下午，走进儋州市那大实验小学，
音乐厅里传来“咚咚咚”的声音。这是三年级的学
生在学非洲手鼓。

“非洲手鼓是我们今年暑假新开设的特色课
程，很受学生欢迎。”儋州市那大实验小学副教导
主任符元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为解决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题，减轻家长负担，
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
期，7月18日，儋州市教育局出台《儋州市2022年
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方案》，明确从7月18日至8月
19日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儋州的“官方带娃”方案，以基本看护为主，合
理提供其他服务，确保学生得到充分休息。同时
要求各学校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源设
施。在做好看护的同时，重点提供丰富多样的体
育活动、阅读指导、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兴趣拓
展、作业辅导、心理健康教育等，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

“放假了，孩子就窝在家里，要么捧着手机玩，
要么看电视，哪都不去。”把9岁的女儿送到学校
暑假托管班后，张女士长舒了一口气，直呼“轻松、
放心”。

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也让学生乐此不疲。在
那大实验小学，舞蹈班的学生跟着老师，学习舞蹈
动作；在美术班，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认真构图、
绘画……

“假期有很多空余时间，在家很无聊，现在能
来学校，跟这么多伙伴一起学跳舞、下国际象棋
等，感到很充实。”三年级学生陈继泽开心地说。

除了非洲手鼓，那大实验小学还开设了篮球、
国际象棋、奥尔夫音乐、书法、七巧科技等11种托
管特色课程，帮助学生发展特长、开拓视野，目前
共有252名一到六年级的学生报名参加暑假托管
班。

“我们最有名的特色课程是七巧板教学，学生
作品多次在全省、全国七巧板创作比赛获得一等
奖。”那大实验小学校长李宏昌说，今年该校又有
4名学生的七巧板作品荣获全省比赛一等奖，将
作为海南省代表队成员之一参加全国比赛。

除了那大实验小学，目前开设暑假托管班的
学校还有那大中心学校、那大三小、那大九小、那
大十一小等。

在那大三小，110多名学生参加了篮球、阅
读、创客课堂等特色课程。“学校开设有书法、美
术、影视欣赏、国际象棋等7种特色课程。学生可
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那大三小教导主任石日
贵说，丰富多彩的托管服务能够让学生学得快乐，
过得充实，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本报那大7月31日电）

两个工作日搞定
水电气网报装

本报那大7月3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彩）“从我们网上申请报装，
到部门完成审批，仅用2个工作日，真的是太方便
了。”在儋州推出“水电气网联动报装”服务模式
后，鸿基·湖畔新城一期项目开发部经理陈贤敏切
切实实感受到了儋洋一体化后营商环境便利化带
来的改变。

据了解，在以往的报装过程中，企业要分别到
供水、供电、供气等相关单位申请，接受多次现场
踏勘，不仅环节多，耗时也长，耽误项目建设。

为了解决投资项目水电气网报装过程中，企
业办事多头跑的问题。今年，儋州市营商环境建
设局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把脉工程建设
项目水电气网报装过程中的痛点，在审批领域积
极开展流程再造，通过“一张蓝图、一网办理、一体
踏勘、一次验收”创新举措，实行“统一规划编制、
统一提前服务、统一网上办理、统一办理时限、统
一现场踏勘、统一投入界线”工作模式，依托省政
务服务网完善企业水电气网联动报装平台，加强
协同合作，推进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实现市域范围
内水电气网联动报装，提供报装“一站式”服务，极
大缩短了企业办事时间，切实提升企业满意度和
获得感。

今年上半年儋州外贸数据抢眼
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超5成

儋州加强食品安全管控
保障省运会“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那大7月31日电 （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覃凯）随着省运会临近，儋州市市场监管局加
大食品安全管控力度，切实推动各项食品安全保
障措施抓细落实，全力确保省运会期间“舌尖上
的安全”。

近日，儋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省运
会定点接待酒店之一的永嘉大酒店，详细了解该
酒店厨房食品原辅料采购、储存等情况，对食品清
洗切配、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加工及留样、操作
间卫生环境等各项环节进行仔细指导。

对省运会接待单位的接待资质和食品安全条
件进行预先评估，对达不到要求的接待单位，该局
就向省运会组委会建议取消其接待资质。同时，
以供餐单位、比赛场馆周边200米食品经营及餐
饮服务单位为重点进行检查，及早发现并排除食
品安全隐患。

此外，儋州还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活
动，以接待酒店运动员用餐后出现疑似食源性疾
病症状为背景，通过现场演练模拟流行病学调
查、事故现场控制、突发事件报告、应急机制启
动等各项处置环节，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事故处
置能力。

2022年上半年
儋州市（含洋浦）外贸进出口

423.2 亿元

同比增长66.9%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增长超5成
对全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51.5%

(林书喜/辑 制图/张昕)

抢先 跨境电商先机抢占 现代服务业高地抢滩

进口288.1亿元

出口135.1亿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37根大小不一的各种管道沿着
管廊从码头大门一直延伸到两公里
开外的1号泊位，这是海南炼化100
万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的管道工
程。它也是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
能区施工难度最大、工艺最复杂的管
道工程。

难度大在哪？“37根管道中，除了
6根为给排水和消防管道外，31根为
各种工艺管道。”中交四航院项目部工
艺管道工程师郑益杰说，光低温工艺
管道就有6根，其中，工作温度低于-
100℃的有3根，分别为低温乙烯循环
管、低温乙烯液相管、低温乙烯泄放
管，其工作温度均为-104℃，设计最
低（极限）温度均为-110℃；工作温度
低于-20℃的有3根，分别为低温丙
烷循环管、低温丙烷液相管、低温丙烷
泄放管，设计最低（极限）温度均为-
45℃。

由于低温材料化学成分及性能的
特殊性，从材料进场验收、管控、发放
时都有严格要求。在施工时，需要采
取不同的工艺进行焊接，加上管道并

排铺设，施工空间小，给施工带来很大
的挑战。比如低温乙烯不锈钢管，由
于管壁厚，导热系数较小，在焊接时全
部采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焊接，从
而提高了焊缝质量和不锈钢管线成形
后的感观质量。

7月31日上午，在施工现场，工
人们正在给低温工艺管道包扎一种泡
沫状物。“这种材料叫泡沫玻璃，主要
起到防火隔热、节能环保等作用。”郑
益杰说，由于低温工艺管道的操作温

度低于正常环境温度，为减少管道在
输送过程中冷量损失、降低能耗、介质
升温，以便于系统的良好运行等原因，
在施工时需要给低温管道做好防锈防
腐处理外，还给他们“穿”上“隔热外
衣”。而且，不同的工艺管道其“隔热

外衣”的层数、总厚度也不一样。
“低温工艺管道的外观处理需要

经过7道工序，”郑益杰说，首先进行
酸洗处理，将管道表面的氧化物、水渍
污垢等去掉，然后刷上一层耐磨剂，之
后包上泡沫玻璃，再在泡沫玻璃上面

刷上玛蹄脂，起到阻燃防水的作用，再
包上玻璃丝布，再刷一层玛蹄脂，最后
再包上0.6毫米厚的银色铝皮，起到
延长隔热寿命、稳定节能作用。

给低温工艺管道起到保冷作用
的主要材料就是泡沫玻璃，不同的低
温工艺管道，包的泡沫玻璃的层数、
总厚度也不一样。以低温乙烯液相
管道为例，其直径仅有40厘米，但由
于其工作温度为-104℃，为保证低
温乙烯在管道输送过程中保持温度
稳定、降低能耗等，根据设计要求，给
它包上5层的泡沫玻璃，厚度达到30
厘米。而低温丙烷液相管道，其工作
温度为-42℃，包两层泡沫玻璃，厚
度达13厘米就可以满足工艺需求，
达到隔热作用。

尽管施工难度大、工艺复杂，但
项目总包单位中交四航院通过增加
施工设备和人手，推着项目往前赶。

“目前投入的人手达700多人，工艺
管道工程完成量超过80%。”中交四
航院乙烯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巫敏祺
说，整个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工程将按
时间节点完工，确保乙烯原料船如期
靠泊作业。

（本报洋浦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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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工人在给工艺管

道包扎泡沫玻璃后，再涂抹玛蹄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