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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距离1号机组投产倒计时35天！
9月13日上午，走进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
目现场，切割声焊接声此起彼伏，物料运输车
来回穿梭，900余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奋战，墙
上的倒计时牌十分醒目。

项目现场，电焊工王东明站在脚手架上，
戴着电焊面罩、系着安全绳，正在进行钢筋焊
接。汗水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滑落，他熟练地把
头一歪，直接往衣服上蹭了蹭。

王东明是山东人，走南闯北干工程已有20
多年。“项目工期紧张，耽误不得。”王东明说，
为了冲刺项目建设，中秋节期间他和工友们在
工地加班。

同样“泡”在工地的还有上海电气海口项
目工程师何朗天。当天，他和10多名工程师
全都“钻”进1号机组机房内，进行机器安装调
试工作。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何朗天
打着手电筒，对机房内的电线、仪表、电机等
一一仔细检查，并将运行数据记录在册。“整
个1号机组主要由燃气轮机、发电机、汽轮机、
余热锅炉等4部分组成。在正式投产前，我们
整个安装调试团队要确保所有机组运行稳定，
各项技术指标与数据均满足设计要求。”何朗
天介绍。

据介绍，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是海口

首个大型清洁发电项目。该项目一期拟建设2
台9F级机组，占地150亩，建成后可实现年发
电量约2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25万
吨，减排氮氧化物570余吨。该项目不仅可作
为海南省北部区域重要的电源支撑点，还可满
足“十四五”期间海口总部经济建设电力增长
需求。

“本轮疫情发生后，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目
前各工序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项目总体形象工
程已完成79.3%，其中1号机组完成约93%。”
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屈靖介绍，为确保岛外设备、材料能够及时
运到施工现场，该项目部提前谋划，采取工序
调整、人员驻厂、紧急现场采购等方案，协调设
备厂家以小件快递和飞机直运方式发货，保证
项目建设需要；在厂区内，严格实行“闭环管
理”，全体职工和各单位施工人员采取网格化、

“两点一线”管理模式，严格入场审批、门禁管
控、人员防护、日常消杀等措施。

“1号机组计划10月18日投产，目前点火
前的调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公司
将全力加强施工组织，攻克难点、打通堵点，确
保1号机组按期投产。”屈靖说，该公司将通过
管理创新、科技引领，全力加快推进大唐海口
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为海口提供强有力的清
洁能源支撑，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9月 13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江东路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地，大型机械设
备轰鸣运转，物料运输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
严格佩戴口罩和安全装备，有序进行各作业
面施工。

“拉满施工进度条的同时也不能放松警
惕，要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陵水城乡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冉黎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目前一期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73%，各个岗位
上的工人正加快主体结构、二次结构、装饰装
修和机电安装等施工进度，争取如期竣工交付
验收。

作为省重点项目和陵水重要民生工程，连
日来，该项目通过强化闭环管理、防疫消杀、监
测登记、物资保障等举措，确保项目建设不停
工。与此同时，该项目部还编制了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及应急预案，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
组，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工作的具体
落实。

在项目工地的门卫室内，一本本疫情防控
花名册记录了共 487 人的全员核酸检测情
况。“工地实行全封闭实名制管理，各出入口设
置专职门岗24小时值班。医护人员上门开展
核酸采样时，我们会对照花名册有序组织人

员，做到应检尽检，不漏一人。”该项目负责人
曾平介绍，截至目前已开展35次全员核酸，此
外，工地还设立每日消杀台账和制定生活区分
时使用管理制度。

除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物资保障也是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的关键。“起初部分原材料
采购和运输不畅，对此，省里有关部门开具了
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县委县政府也积
极协调对接，帮助我们疏通堵点。”曾平说，工
地门口附近设置了物资消杀区，所有外来物
资必须在该区消杀后才可进入工地，卸货全
程运输人员不下车，严格实施人员物料“非接
触”管理。

“在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项目部正在督促加大人力、材料、机器投入，优
化施工组织方案，科学安排施工工序，全力把
施工进度抢回来。”曾平告诉记者，随着返岗工
人、进场材料陆续到位，该项目二期也正开足
马力，开展基坑支护、土方开挖等工作。

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的工作要求，陵水发改委动态收
集项目存在的困难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服
务保障，争取做到“防护措施不松、材料进场不
拖、施工进度不慢”，确保按时完成季度固定资
产投资任务。

（本报椰林9月13日电）

陵水棚户区改造项目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防疫施工两不误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梦楠

“来，搭把手。”9月13日下午，在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以下简称科
创平台）项目现场，来自河南商丘的工人王圣
银一边抬起铝型材，一边扯着嗓子和工友喊
道。伴随机器的轰鸣声，一根根铝型材被机器
切割成统一尺寸。

王圣银和工友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背
心，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顺着口罩不断滴
落。“今天是工地复工第一天，大伙儿干劲十
足。”王圣银说。

海南日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工人在施
工中规范佩戴口罩，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疫情
期间，项目工地严格落实‘两个闭环’管理，外部
后勤补给、材料供应、垃圾转运等人员与工地内
部施工、管理人员实施两个闭环之间人员物料

‘非接触’管理；内部闭环严格采取全封闭及点
对点管理，避免与外部人员接触。”中建六局深
海科创平台项目相关负责人于振山说。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科创平台作为我省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大支
撑项目，未来将重点建设成为国家深海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并采用“大共享+小学院”模式，通
过政府统一建设教学、科研及公共服务设施，
满足涉海高校开展深海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

化等公共需求，打造成为深海科技高层次人才
产学研的集聚地。

“科创平台项目共有11个单体，除了学术
交流中心，其周边还建设了10栋深海科研实
验楼。”项目施工方、中建六局执行经理常晓龙
指着一栋半圆弧状建筑说，学术交流中心为整
个项目的一大亮点，“它横向跨度最大达28米，
外环长达372米，犹如伸开的双臂，拥抱茫茫
大海。”

“在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的指导下，工地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规定，按照分批次、分时段
的方式有序复工，目前项目共有260余名工人
奋战一线，剩余700余名工人也将有序复工。”
于振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工人每天通过内部
通道进入工地，下班后直接回到工地生活区，并
实行分餐制，避免工人扎堆吃饭，确保防疫、生
产两不误。

“建筑工地目前疫情防控按省指挥部文件
要求实施‘黄色管控’，规范工地‘闭环式’管
理。管理局成立了建筑工地复工复产专班指
挥部，下设5个专项工作组。”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规划建设处处长林玉婷透露，该局将
持续对企业防疫工作进行督导，并全力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精准发力，力争把受到疫情影响
的工期抢回来。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

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复工

项目复工干劲足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9月13日，晨光微亮，儋州滨海新区医院
项目工地，工人夏真东早早起床，洗漱、吃完早
餐后，在项目现场做了核酸检测，随后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施工。

本轮疫情发生后，施工方上海建工七建集
团项目部第一时间对工地实施封闭管理，夏真
东和600多名工友在宿舍区和工地“两点一
线”流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严格筑牢工地防
疫关，保障施工不断档。

通过无人机航拍，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多栋
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医院整体形象初露“真
容”，宛如一只“大海螺”。

“海螺”的一角是医院综合办公楼。夏真
东做完核酸检测后来到这里，头戴安全帽、戴
好防护口罩，进行铝窗安装工作。现场，机械
声阵阵，一派忙碌的施工景象。

“大伙儿跟平时一样忙。”安装完一个门窗
后，夏真东抹了把脸上的汗，趁着休息间隙，和
海南日报记者聊起了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

“疫情期间，工地保持连续施工状态。干
完活，大伙儿直接回到宿舍区。”夏真东说，工
人们不能扎堆吃饭，实行分餐制，食堂工作人

员会将做好的盒饭送到宿舍房间，“大伙儿每
天错峰洗澡，洗衣服也是，避免人群聚集。”

9月11日0时起，滨海新区医院项目所在
的白马井镇辖区，取消临时性静态管理。项目
部仍然绷紧防疫弦，工地保持闭环管理状态。

据了解，该项目业主单位为儋州市卫健
委。“我们继续协调安排医护人员进工地，上门
为工人开展采样，切实筑牢工地防疫墙。”项目
服务专员、儋州市卫健委工作人员李林森说。

李林森介绍，为了把因受疫情影响而耽误
的工期抢回来，儋州市卫健委继续加强项目跟
踪督导，提供“店小二”式服务，做好项目资金
等方面的要素保障，组织项目各参建方认真研
究制定施工推进计划，挂图作战，推动项目建
设跑出“加速度”。

“我们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将逐步增加施
工人员，提前和厂家联系，加快材料、机械进场
速度，做好穿插施工计划。”上海建工七建集团
项目部经理黄海波说，项目将通过打好施工“组
合拳”，加快“满血复活”，力争尽快满负荷施工。

据悉，滨海新区医院项目是省重点工程，
项目占地153亩。目前，项目总进度完成近
70%，正在加快推进室内外装饰装修，计划明
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本报那大9月13日电）

儋州滨海新区医院项目闭环管理，完成进度近七成

连续施工不断档

快评

奋力跑出
项目建设“加速度”

■ 魏燕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
就是谋未来。在高效统筹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当下，尤其需要在项目建设上以
超常规的决心和力度应对超预
期的困难，精心谋划、建设一批
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大项
目好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我省各行业、各领域项目建
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出台
了系列政策措施，成立了工作专
班，在精准纾困、谋划经济发展
等方面不断发力。当前，全省疫
情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需
要我们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
速度”，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奋力跑出“加速度”，要坚持
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期，组
织好人员力量，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全力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
度；坚持创新引领，充分激发各
市县投资动力，加大重点领域投
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
务、精准施策，帮助企业、项目排
忧解难，切实做好服务保障。

重任在肩，时不我待。复工
复产按下“快进键”，我们要加快
行动，开足马力，以更高的工作
效率、更佳的工作状态、更优的
管理服务，高效统筹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超常规
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尽快把
工期抢回来、损失补回来。

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1号机组计划下月投产

倒排工期保节点

奏响项目建设
海口 三亚

儋州
陵水

99月月1313日日，，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施工现场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安装屋面板工人在安装屋面板。。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程龙王程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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