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
蔡曼良）10月12日，创意海报组
图《缤纷十年·海南生态绿》在全网
发布。该系列创意海报由海南日
报新媒体特别策划，以色彩为引
子，展现海南过去十年的喜人变化
与发展成就。

过去十年，海南坚持生态立
省，推进多项标志性工程。“雨林万
物生”“猿家喜添丁”“六水共治护
碧波”……海报组图《缤纷十年·海
南生态绿》以“生态绿”为主题，运

用巧妙的元素设计和精炼的文字
展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湿地保护、全面禁塑等海南多项生
动的“绿色实践”。

创意海报
《缤纷十年·海南生态绿》发布

展现海南生动的“绿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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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
周钰）山海田林，锦绣如屏。10月
12日，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锦
绣》预告片，该视频以黎锦为载体，
通过实景与舞蹈的唯美融合，展现
了传承非遗之美，讲述了海南生态
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成就，描画了
锦绣海南的锦绣山海、锦绣生活、
锦绣未来。

当海南非遗“黎锦”遇上舞蹈
是一种什么体验？宛若仙境的山
林、波澜壮阔的大海、错落有致的
梯田、神秘的热带雨林、翠绿欲滴
的茶园……舞蹈演员身着传统黎
族服饰踏歌而行，在黎锦的经纬
间，将如诗如画的海南美景逐一
呈现。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五
指山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要在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

“要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该视频主要取景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水满乡毛纳村
等地，通过黎锦的贯穿，展现海南
践行“两山”理念和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呈现了海南
的唯美生态与新时代黎族人民的
幸福生活。

该预告片用纪实的镜头展现
了幕前的震撼和幕后的努力，网友
们直呼“太美了！期待大片”。据
悉，《锦绣》是海南日报献礼党的二
十大重点作品，正片即将与网友们
见面，一起感受这幅用生态绘就的
画卷，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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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频《锦绣》展现
非遗“黎锦”之美

即将全网上线

看点

恢复提振经济 助企纾困发展

本报洋浦10月12日电（记者林书喜）
10月 9日，大唐海南儋州120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顺利核准获批。该项目不仅
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最大的海上风
电项目，也是我省核准获批用时最短的海
上风电示范项目。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
月 12日从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4月13日，在取得《海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开展海上风
电示范项目前期工作的函》后，大唐海南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全力推动大唐海南儋州
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历时

179天，最终于10月9日取得核准批复。
据悉，大唐海南儋州120万千瓦海上

风电项目位于儋州西北部海域，总投资约
145.95亿元，建设120台海上风力发电机，
分两期建设，一期先行建设60台，项目达
产后每年可节约标煤110万吨，相当于每
年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硫约
23224.4吨，二氧化碳约286.9万吨。

该项目符合海南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和
产业政策，积极促进海南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以及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
系统的目标。同时，该项目对海南清洁能
源岛建设，缓解海南电力供应紧张状况，助
力海南打造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具有重
要作用。

为推动我省风电装备产业发展，今年

5月，省工信厅编制出台了《海南省风电装
备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以“风
电+风机+应用”“在空间布局上尽可能集
中，打造风电产业园”为思路，充分衔接我
省海上风电场规划，结合相关市县园区产
业基础、发展定位、港口运输等因素，提出
我省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总体空间布
局，规划在儋州洋浦和东方布局海上风电
装备制造基地，按照“两位一体”模式建设
海南西部海上风电产业园，最终形成“一园
两基地”区位布局。

中国大唐以此为契机，在海南培育集
海上风电研发试验、高端制造、运营服务、
装备出口等为一体的绿色低碳产业链。

而由中国电建、中国大唐和东方电气
3家央企联手打造的洋浦海上风电产业园

已于今年4月22日开工，目前正在紧张进
行场地回填和平整施工，即将开始土建施
工。该项目主要包括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出口及示范应用，风电、氢能、海洋牧场、综
合能源等高端产业的投资开发。产业园区
总投资48亿元，总用地面积1060亩，将建
设年产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装备基地。项
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达124亿元，年
纳税5.5亿元。预计2023年6月实现首台
风机下线，2024年6月达产。

下一步，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将积极做好项目开工准备工作，扎实开展
设计优化、全过程管控，确保项目合理规
划建设时序，努力将项目建设成“示范工
程”和“四优”工程，助力儋洋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

大唐海南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获批
总投资约145.95亿元，将建120台海上风力发电机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
蔡曼良）10月12日，由海南日报新
媒体策划制作的“度量海南”系列微
视频之《海南温度》在全网发布，该
视频从“温度”这一维度梳理海南过
去十年间涌现出的诸多感人瞬间，
并盘点海南在民生领域所取得的成
果，以此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哪一幕让你感受海南温度？
是不断推进的民生福祉，是抗击
疫情的众志成城，是汇聚微光的
凡人善举……微视频《海南温度》
从守护祖宗海的家国情怀、老百

姓不断改善的生活、平凡人间的
守望相助等多个角度诠释了“海
南温度”，勾勒出充满正能量的海
南人群像，体现海南人民满满的
幸福感与获得感。

微视频《海南温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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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黄媛艳）
审批材料由14份减少为5份，审批时限由
10个工作日压缩至2个工作日，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近日探索开展“城市道路挖掘+树
木迁移”实施合并审批，项目审批再提速。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日前申请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消防站建设
项目北侧开设路口，本次路口开设涉及办
理城市道路挖掘和城市绿地、树木伐移许
可审批事项。按照传统的审批程序，项目
涉及开设路口需要单独办理城市道路挖掘
和城市绿地、树木伐移许可审批事项，需要

提交资料14份和10天的审批时限。为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
服务中心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提前介入，
精准服务和指导企业提交申报材料，并依
托园区集中审批优势，深入摸查事项审批
的关联性，创新地将道路挖掘许可证和城
市绿地、树木伐移许可证实施合并审批。
企业只需提供5份审批材料，园区2天内
就快速完成《道路挖掘许可证》和《城市绿

地、树木伐移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实现“一
张表单”“一次申报”“同步核发”“一窗办
结”，提高项目落地效率。

据悉，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在建项
目91个，该园区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充分发挥“极简”审批优势，已探索“秒
批”、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核等系列制度创
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力推动项目加快
建设。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合并审批“城市道路挖掘+树木迁移”事项

提交材料少了 办事速度快了

万名干部下企业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现在库存清了多少？日常能生产多
少吨熟料？预计什么时候4条生产线能完
全恢复生产？”10月12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工信局副局长刘振作为“万名干部下企
业”的一员，一早就来到他负责服务的企
业，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对接，详细了解当
前企业生产线复工、产品销售情况。

“现在只有3条生产线在运行，日产
水泥熟料量约2.4万吨。正常情况下，4
条线同时生产的话，每天产量能达到2.9
万吨。”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生产
与技术处总调度长廖燕澜回应。

当前，全省推荐的4家优质水泥产品
生产企业有3家在昌江。受疫情影响，部
分企业不得不停止生产。8月，3家水泥

企业因停产损失熟料产能88.8万吨、水
泥产能44.8万吨，折合损失产值4.52亿
元。水泥“去库存”工作刻不容缓。

自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正式启动以来，昌江迅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从9月20日至
年底，该县按照县级抽调、分级选派的原
则，从县级各职能部门统筹抽调135名干
部，分别进驻县域内的“四上”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和重点项目、产业园区提供“点
对点”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年度生产目标，

确保完成2022年度一产增长6%、工业增
长10%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

刘振介绍，通过多部门联合，鼓励全
县58个在建重点项目使用昌江当地水泥
产品，加快解决内销问题，极大减轻库存
压力。同时，在全省范围内，由省厅部门
协调联系，3家水泥企业主动对接省内各
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业主，紧盯大
客户采购，密切对接水泥产销。

“通过主动靠前服务，收集企业困难
及诉求，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全县工业企

业快速复工复产。”刘振说，目前3家水泥
企业整体库容率已下降至70%，恢复到
疫情前产能的85%以上。

“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口、三亚等
地，8月份以来，受疫情影响，4条生产线
都库满停机了。在政府的积极帮助下，
10 月以来水泥市场供需状态有所好
转。目前，我们的库容率已下降至65%，
近期第4条生产线也将复工生产。”廖燕
澜说。

（本报石碌10月12日电）

昌江干部帮助水泥大户解决产销难题

干部围着企业转 生产机器响起来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这将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办理的第
一笔贴息贷款。”10月12日，海南鼎立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农业）销
售经理蔡义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进企干部帮助下，银行受理
了企业贴息贷款的申请。

鼎立农业在三亚市与陵水黎族自治
县发展芒果种植5000多亩，已成为当地
芒果种植龙头企业。今年7月，公司准备
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不过，受疫
情影响，相关申报材料准备工作遇到困
难，无法按照要求在10月15日之前提交。

“正在我们觉得没希望的时候，三亚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雯宇来电，问我们复
工复产有什么困难？我们向其反映了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申报和公司资金周转遇到的
难题。”蔡义福说，9月30日，杨雯宇带银行
工作人员到公司，详细了解公司情况。

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杨雯宇告诉蔡
义福，他们公司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
问题，相关单位将特事特办。同时，经过
协调，相关银行也把公司列入贴息贷款支

持名单。
“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后，将

有力提升公司的信用度、品牌价值和社会
形象。”蔡义福说，以前公司从银行只能获
得商业贷款，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后，
可以获得政府扶持的贴息贷款，年利息要
少2个百分点。

眼下正是芒果催花季节，鼎立农业的
果园里，雇佣的农民工正在劳作。蔡义福

说，包括人工费在内，企业目前开支较大。
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和政府支持贴息贷
款成功后，企业的发展后劲将更足。

“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开展以
来，三亚市结合实际制定《三亚市“千名干
部进千企”服务行动方案》，成立服务行动
专班，高效解决难题，为企业添薪助暖。
目前累计收集企业诉求267件，已经解决
182件。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

三亚干部协助当地公司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

主动敲门问难处 贴心服务暖企心

全省就业驿站
已达100家

10月11日，在海南“就业驿站”海口琼山站，工作人员正在介绍岗位信息发布栏的招聘信息。
据了解，海南就业驿站就近为群众提供招聘求职、信息发布、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并逐步在全省推广。
目前，海南就业驿站已经发展到了100家，全省就业驿站已帮助近6万人次的劳动者实现就业。
截至目前，海南就业驿站各站点累计走访和接待劳动者4.49万人次，走访和接待用人单位7060家，发布岗位信息3.04万条，

共举办技能培训超过50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