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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趁着没那么热，干活的速度要快一些！”9月15
日下午5时许，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
院区项目（以下简称海医一附院江东院区项目）现
场，趁着烈日的炙烤刚过去，工人们加快速度，互相
打气，抢在太阳落山前再多干一些。

放眼望去，海医一附院江东院区项目900多米
的作业面上，1100多名工人同时施工，塔吊有序作
业，敲打声、吆喝声此起彼伏。

“项目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中铁建设海医一附院江东新
院区项目相关负责人谢艳君介绍，该项目没有因为
疫情的影响停产，除了自身严格落实防疫工作之外，
还离不开园区及时高效的服务。

“本轮疫情发生后，项目建设需要的原材料如砂

石、水泥等物流运输受到一定影响。在了解情况后，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专门对接项目的项目专员立即
协调，帮助运输车辆快速拿到通行证，建设物资及时
到位，保障了施工进度。”谢艳君说。

据了解，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能正常施工，该项
目启动了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对工地实行闭环管理，
最大程度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播风险；定期对办
公区、生活区进行卫生消杀；闭环管理期间，每日进
行全员核酸检测。与此同时，江东新区管理局疫情
期间也对项目疫情防控工作和施工生产合理统筹进
行指导，推动疫情防控和施工“两手抓”。

作为省重点项目，海医一附院江东院区项目用
地面积约为254.5亩，总建筑面积30.68万平方米。
目前有包括备勤楼、医学中心、生殖中心、西区医技
楼、西区门诊楼在内的5栋楼完成封顶，其他楼栋施
工也在加快进行，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2%。

不仅是海医一附院江东院
区项目，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
口江东新区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基础上，129个在建项目没有
出现停工停产的状况，超2万名
工人奋战在建设一线。

保障项目建设的背后，离不
开海口江东新区全力落实省委、省
政府“双统筹”部署要求，坚持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制定专项方案，高
效统筹安全生产，为项目建设按下

“加速键”。
据了解，8月，江东新区完成26

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超额完成原定
目标。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梦楠 通讯员 蒲维好

“目前项目建设在建筑材料、人员等方面还有困
难吗？”9月15日10时许，在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
术与产业创新平台项目建设现场，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规划建设处建设管理负责人姜印一边翻看
工地消杀台账，一边询问。

“工地实施封闭管理，工人在工地与生活区两点一
线，确保安全生产，工人核酸检测已经常态化。”浙江大
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项目执行经理代祥
俊说。他身后，机械轰鸣，施工正酣。

代祥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工人、原材料、机械设备等陆续进场到位，
该项目工地9月12日正式恢复施工，目前有300余
工人奋战在项目一线，“多亏了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的支持，了解到我们的施工需求后，积极协助组织
60余名钢结构、基坑支护工人和管理人员返岗，让
我们对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更有信心。”

这是崖州湾科技城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
积极采取措施助力园区项目生产建设的一个缩影。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规划建设处处长林玉婷
介绍，管理局成立了建筑工地复工复产专班指挥
部，下设综合监督管理组、片区检查组、物资保障
组、医疗消杀组以及安全生产检查组等5个专项工
作组。其中，片区检查组在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
城和公共教学区均设立了检查小组，采取“一日三
巡”的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现场消杀和物资储备情
况的同时，倾听企业实际需求，助力解决企业复工
难题。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在崖州湾科技城采访发现，
园区多个项目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工地恢复了往日的
繁忙。

9月13日下午4时许，在国家（三亚）隔检中心
（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杜代新头戴安全帽，专注
安装空调通风管。“终于开工了，大家都很兴奋，积极
性也高。”杜代新说。

“崖州区解除临时静态管理后，我们在科技城管
理局的指导下，提出复工复产申请，并对项目各类施
工设备、场地等进行安全检查及全面消杀，满足各项
复工条件后，9月12日工地恢复施工。”三亚崖州湾

科 技 城
深海科技
创新公共平
台项目施工
方、中建六局执
行经理常晓龙
说，项目近300名
工人干劲十足，要
把时间“抢”回来。

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园
区有46个项目复工。
接下来，管理局将在严
格落实各项防疫规定的
前提下抢抓时间，推动
项目全面复工复产，尽快
把落下的进度赶上来。

（本报三亚9月16日
电）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请大家有序排队，打开手机提前扫地点码
……”9月14日上午，位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
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以下简称瑞金海南医院）
体检中心内，部分体检人员正戴着口罩，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有序进行各项检查。

瑞金海南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顾志冬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当天是该院体检中心正式开业的日
子。“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宾客尽快享受与上海瑞
金医院同标、同质的体检服务，近段时间，我们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不断推进工程进
度，配足医疗资源，保障体检中心顺利开业。”顾
志冬表示。

这是乐城先行区医疗机构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的生动缩影。记者了解到，包括瑞金海南医院在内，
如今乐城先行区已有20家医疗机构正常营业。这

背后，离不开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的助力与支持。
按照原定计划，患有乳腺癌的黄女士，计划8月

前往乐城瑞金海南医院使用乳腺癌新药Enhertu。
然而，受疫情影响，黄女士的出行计划屡次受阻，机
票一再改签。

了解黄女士的情况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立即协
调卫健委、交管等部门，为患者搭建就医“绿色通道”。
8月16日晚，瑞金海南医院派出专车，前往海口美兰机
场为患者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如今，黄女士已顺
利接受治疗。

黄女士的就医故事并非个例。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已为多名患者搭建就医通道，
并协助园区多家医疗机构办理特药申请，协调用药准
备，保障患者顺利用上特许药品。

此外，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也发挥园区“大家长”
的作用，协助园区各医疗机构完善防控措施、工作流
程和应急预案，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指导
医疗机构对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加强管理，注重统

筹，全流程服务，保障患者就
医需求。

此外，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还积极推进园区项目建设。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
国际医学中心（医学科技创新
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载满钢
筋的货车、混凝土搅拌车鱼贯
而入，施工人员戴着口罩在建
筑上方绑扎钢筋，现场热火朝
天。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乐城先
行区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医
疗项目运转，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同时，全力保障患
者需求。

（本报博鳌9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噗、噗……”随着巨大的夯锤重重地砸在地上，
现场响起沉闷的响声。四周，渣土车拉着土方进场倒
地，推土机加紧推平土方……9月15日，在洋浦海上
风电产业园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项目9月6日开始复工，这几天逐步增加渣土
车辆，加快地基回填进度。”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海上风电筹备处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李笑多说，
当天渣土车已增加到100多台，回填的土方达1万
多立方米。

洋浦海上风电产业园由中国电建、中国大唐和
东方电气3家央企联手打造，将打造儋州洋浦海上
风电全产业链，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据了解，洋浦海上风电产业园（一期）项目是儋
州市首批复工复产的项目之一。在确保防疫安全和
施工安全的前提下，为了把延误的工期追回来，项目
业主方督促施工单位增加人手和施工设备，把进度
赶上来。在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帮助下，
进场作业的车辆和人员也在不断增加，力争本月内
施工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

“目前项目一期已基本完成场地平整，具备基础
施工条件，计划下个月开始土建施工。”李笑多说，下
一步将优化工程施工方案，加派人手、加班加点，加
快施工进度。

位于洋浦东部生活区的产城融合安居工程项目
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我们一边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一边逐步增加人力投入，加强施工材料保障，确

保工期如期完成。”负责项目（一期）一标段施
工的中建六局公司洋浦项目经理万智伟说。

据了解，洋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坚持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建立“双统筹”驻点责任人
制度，推动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乙烯项目配
套公共管廊工程（二期）、洋浦污水处理厂一期工
程扩建工程等9个重点项目全面复工复产，施工基
本恢复到疫前规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儋州市将研究制定具体
方案、具体措施，科学有序有力组织各重点企业复工
达产，扩大有效投资，拓宽招商渠道，将疫情造成的
损失补回来、影响的工期赶上来，以实际行动切实扛
起全省经济大盘中的儋州洋浦担当。

（本报洋浦9月16日电）

乐城已有20家医疗机构正常营业

医疗服务不断线

洋浦多个重点项目全面复工抢进度

复工达产加速跑

海口江东新区逾2万名工人奋战建设一线

防疫施工“两手抓”

铆足干劲 聚动能

■ 张永生

重点园区是海南自贸港经济活动的主战
场、市场主体的主要承载地，也是经济发展最
活跃的推动力、产业衔接的最前沿。以超常
规的决心和力度应对超预期的困难，加快
推进复工复产，助力企业实现达产满产，
激发重点园区活力十分重要。

科学调整防疫政策，加快员工返岗；
产业链上下游齐发力，推动有序生产；
实地解决企业困难，努力形成长效工作
机制……全省多地多个重点园区克服
重重困难，开足马力实现产业链有序
复工，不断“拉快”复工进度条。当
前，我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需要各方面再接再厉、顽强拼搏。

抓好“双统筹”是一项系统工
程，也是一项精细工作。全力推动
复工复产走向达产满产，一招一
式都应当精准、实在。对于政府
部门来说，需要当好服务企业的

“店小二”，瞄准企业的需求制定
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助企纾困

“及时雨”下足下透下到位；同
时，常态化听取企业的诉求、意
见、建议，不断消“痛点”、疏“堵
点”、破“难点”，让企业心无旁骛
地创新、创造。对于企业而言，
则需要科学研判目前的形势，提
振发展信心，立足发展定位，努
力从困难、危机中看到希望、先
机，真正把利好政策转化为发
展效能。

越是困难时刻，越是考验
责任担当、检验能力智慧，越要
同舟共济、共同发力。充分发
挥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
性，协同共进，同频共振，才能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快评

激活园区增动力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成立专班推动复工复产

精准服务有温度

园区看实干

①9月 16日，在崖州湾科技

城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园区

企业职工咨询人才社保问

题。 马征辉 摄

②9月 14日，在瑞金海南医

院体检中心，护士为体检者

讲解体检项目。 院方供图

③9 月 15 日，海医一附院

江东院区项目，工人在绑

扎钢筋。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④9 月 14 日，位于洋浦

经济开发区的中国石化

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

司厂区，灯火通明，生

产繁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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