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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9时许，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尾镇的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项目建设现
场，敲打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抬头一看，只见
几个巨型履带式起重机的吊臂高耸入云，起
重机之下的圆筒形建筑就是昌江核电二期工
程3号机组，周围钢筋密布。

2021年3月31日，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
程项目开工，这也是“十四五”时期开工的首
个核电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核电
机组。项目预计总投资368.5亿元，计划于
2026年底全部投运，每年可向全省输送清洁
电量180亿千瓦时，对优化海南能源结构具
有重要意义。

“眼前看到的就是3号机组核反应堆厂
房，目前各作业面已全面铺开，项目正处于土
建高峰期，”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工程管理
处土建科科长曹钟引指着“庞然大物”对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近来天气凉爽，正是干工程的
好时候，你们可以走进厂房内部感受一下。”

曹钟引走在前面，在狭窄的扶梯上攀爬
行走十分迅速麻利，越往高处行走，扶梯越为
逼仄，有些地方甚至只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过。

“到了，这是燃料厂房，将来接收燃料的
地方，也是目前最早出0米的核岛厂房，目前
正在进行地上一层墙体的施工，是土建关键
路径工作。”曹钟引停下了脚步，告诉记者，仅
在燃料厂房内就有约120个工人在作业，分
为东、西两个作业面。

厂房内，总承包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
公司海南项目部子项工程师薛鹏杰正对着危
险作业许可证、高风险作业控制单、分部分项
工程技术交底等多项内容进行查验，确保高
风险作业的安全。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安全监督、进度检查
督促、质量验收等，现在正处在土建的关键时
期，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是我们核电
建设的生命线。”薛鹏杰告诉记者，每个厂房
都有相对应负责的子项工程师，分为两班倒，
时刻盯着现场建设情况，全天24小时响应。

走出燃料厂房，穿过迷宫似的通道，方才
到达核反应堆内部。圆筒形建筑内部结构尽
显眼前，钢筋套筒安装、钢筋绑扎、材料清理
……工人各司其职，干劲十足。

“主线工作正稳步推进，按照如今的施工
进度，基本确定可以提前一个月完成内部结
构16.5米板的建设，这是明年3月进行内穹
顶吊装的先决条件之一。”曹钟引肯定地说。

工期将提前完成，对于昌江核电二期工
程项目所有参建人员而言无疑是振奋人心
的消息。然而，好消息的背后离不开高质量
精细化管理。

“看到那个圆形窗口了吗？那是主设备
转运通道，它需要穿过外壳、内壳进入内部结
构。原来一层外壳的施工工期需要40天至
60天，时间长，工期很紧，满足不了设备转运
的需求。”曹钟引说，为此，现场建设团队成立
专项组，开展专项攻坚，集中优势资源，齐心
协力突破技术难题，从人员调配、材料准备、
机械使用等方面进行全程优化，细化到每一
个部分。目前，经过2个施工层检验，已成功
将工期控制在25天左右，这是现场高质量精
细化管理的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高质量发
展’。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始终秉持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这是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推进的基
础，更是参建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秉承的核
安全文化。”曹钟引说，报告还提出“积极安全
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确保能源安全”，作为一名参建者，感觉责任
在肩，使命光荣，也更加坚定了参与核电建设
的信心。

核电二期工程项目肩负着海南自贸港绿
色能源供应的重大责任。目前，3号机组“穹
顶吊装”主线工作稳步推进，反应堆厂房内部
结构正13.5米以下墙体施工完成，双层安全
壳内壳第19层施工完成，外壳第5层施工完
成，燃料厂房、电气厂房正在开展地下一层房
间安装工作；4号机组正在开展核岛内部结构
负3.32米以下墙体施工、钢衬里模块三拼装
等工作，各项节点按计划有序推进中。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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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三亚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服
务行动，全市选派了1122名干部与企业项目

“结对子”，“点对点”帮扶企业项目1260家，旨
在架起相关部门与企业沟通的桥梁，真正帮
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困扰企业主体的难题是什么？如何“对
症下药”助企纾困？我深知，只有全面调查沟
通，真正弄清楚企业“困”在哪、“难”在哪，才
能以最快速度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作为被选
派服务企业的一员，我深入走访了所负责的
企业——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到企业服务第一天，我就把此次三亚开
展“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行动告知对方，并
协助企业查找症结。经过了解，我得知光大
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光
大环保（三亚）污泥处置有限公司在收回一笔
污泥处置费时遇到困难，应收账款无法及时
回流，企业接下来的生产计划受到很大影响，
公司负责人很着急。

“我们就是企业的‘娘家人’，不要急，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感受到企业的焦虑后，

我立即向他们作出承诺。
那些天，我辗转在企业和有关部门之间，

多方了解到，受疫情影响，加上业务办理流程
相对复杂等原因，导致光大环保（三亚）污泥
处置有限公司未能及时收到污泥处理服务
费。作为政府部门与企业沟通的“服务员”，
我第一时间向企业说明实际情况，同时加强
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短时间内形成了有
效的解决方案。

前不久，光大环保（三亚）污泥处置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兴奋地告诉我，三亚市政府
正在协调相关部门完善手续，相信很快就能
收回资金。我们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
让企业提振了精神，鼓足了干劲。

企业的获得感，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激
励着我多花心思、下足功夫，急企业所急、想
企业所想、解企业之所难。我深感肩上的责
任重大。接下来，我将继续当好企业的“服务
员”，对遇到困难的企业，不遗余力地牵线搭
桥、出谋划策，以周到细致的服务为企业纾困
解难，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整理/本报记者 徐慧玲）

万名干部下企业·助企日记

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工业科二级主任科员涂悦河：

用心用情当好企业“服务员”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廖理华 候朝瑞

对文旅企业新增10亿元贷款
额度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再增加
1亿元贷款额度支持；在旅游、住
宿、餐饮、物流等重点行业推广营
业中断险……日前，《海南省稳经
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2.0
版）》（以下简称《特别措施》）出台，
推出34条措施助企纾困。尤其是
进一步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真金白
银扶持助企发展。11月7日，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就有关政策
做出解读。

符合小微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
工商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20万
元提高至不超过300万元，已享受
创业贷款政策并还清贷款的个人，
经营困难还可以再贷款；

投入1亿元设立“琼旅保贷”业
务风险补偿池，撬动新增10亿元银
行贷款额度专项支持文旅企业。省
财政厅联合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印发《海南省“琼旅保贷”风险补
偿资金池管理暂行办法》，正在抓紧
开展对文旅企业的担保贷款业务；

追加投入 1000 万扩大“琼科
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撬动新增1亿
元银行贷款额度专项支持高新技术
企业。目前资金已追加，高新技术
企业可以申请担保贷款；

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支持国有
融资担保公司开展担保费率在1%

（含）以下的政策性担保业务，通过
“海南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或
海南省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中心申
请贷款的工业农业等各类型中小
微企业可获得免费征信报告和财
政贴息支持，申请 1000 万元以内
无抵押信用类贷款并获批的中小
微企业，省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给予企业实际贷款额度1%的贴息
支持。目前《海南省支持中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已
印发；

在旅游、住宿、餐饮、物流等重
点行业推广营业中断险，省级财政
按照投保费的50%进行补贴，全省
补贴总金额 2000 万元。目前，海
南银保监局已会同相关厅局印发
《关于做好海南省疫情防控营业中
断损失补偿保险推广工作的通
知》，推广营业中断险。如面积小
于 100 平方米的餐饮企业自缴
1200元，财政补贴1200元，因列入
中高风险地区营业中断最高可赔
付2万元；

对开展应收账款融资新增贷款
额排名全省前五名的银行和核心企
业给予每家不超 200 万元财政奖
励，撬动更多贷款支持。

此外，《特别措施》还要求，今年
9月至12月，省金融监管局和各市
县政府要分别组织银企对接会。要
推出银行保函替代现金缴纳土地出
让竞买保证金。设立自贸港纾困基
金对发展前景较好企业给予股权投
资。自贸港基金出资5亿元实施股
权投资。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投资基金助企纾困股权投资实施
细则》已印发并组织申报。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投入1亿元设立“琼旅保贷”业务风险补偿
池、推广营业中断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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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7日电（记者黄
媛艳）11月6日，2022海南自由贸易
港（三亚）服务贸易产业招商推介会
在上海举办。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与
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公
司仲量联行（JLL）在会上签约，双方
将合作共建三亚国际文化贸易中心，
共同开展规划策划及招商引资推广
工作，赋能三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作为统筹全
市招商引资工作的法定机构，联合
仲量联行共建三亚国际文化贸易交
流中心。该中心将面向国际企业和
商务机构提供精准服务，重点打造

“国际商务服务点”“外国（国家）商
品馆”及“RCEP 企业服务孵化中

心”，致力于构建国际商业生态系
统，为来三亚投资兴业的全球企业
和国际人才提供便利。

推介会上，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等机构先后
推介三亚投资机遇和自贸港发展优
势，吸引目标企业关注三亚、投资三
亚。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推介会旨在借助联合仲量联
行的全球资源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
三亚、选择三亚、投资三亚。该局将协
同多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企
业服务，积极与企业一道围绕“3+1”
现代化产业体系落户优质项目，赋能
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三亚与仲量联行签约
共建国际文化贸易中心

在核电二期工程

项目建设现场，工人

在核对图纸。

本报记者 刘婧姝 摄

一线直击

11月6日，在儋州市北门江上，一群来自云南、湖北等地的筑
坝人趁着有利天气加紧施工。他们正在建设的大坝正是海南控
股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主坝。

目前，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4座副坝、引水隧洞、渠系工程已
基本完工，主坝、鱼道、管理房等部位建设预计年底完工。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天角潭筑坝人

1111月月66日日，，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主坝上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主坝上，，5858岁的湖北工人刘幼青焊接加固铜止水岁的湖北工人刘幼青焊接加固铜止水。。

1111月月66日日，，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上空的云雾逐渐散去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上空的云雾逐渐散去，，出现利于施工的晴好天气出现利于施工的晴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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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马志
通讯员 黎雪芳

“这个堵点问题很快解决了，项
目今年底计划投产。”近日，沃尔金
顿科技玻璃（洋浦）有限公司行政总
监陈明胜开心地向海南日报记者分
享这个消息。

该公司主要从国外进口原材
料生产制造加工建筑玻璃，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投资1.5 亿元，计划建
设玻璃深加工生产线、光学玻璃科
技实验中心、仓储厂房及生活配套
设施等。但是，企业综合考虑工程
材料、地理环境、采光、投资成本等
指标因素后，为保障工业厂房的功
能性与实用性，需要变更厂房设计
方案。

“我们打听过，按照以往的审批
流程，厂房变更设计方案估计需要
半个多月才能办好。”陈明胜说，该
项目已正式落地，并初步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如果不能及时变更该设
计方案，将影响项目年底投产的计
划。

怎么办？陈明胜马上向儋州市
营商环境建设局进行了反映。

收到企业的诉求后，儋州市营
商环境建设局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及时对接企业，了解到企业最新
需求和项目进展后，充分发挥联企
帮扶作用，第一时间与上级相关部
门联系，并会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到企业实地调研，现场办公加快解
决问题。

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审批
科工作人员艾胜红介绍，急企业之
所急，该局审批科立即召开业务审
核会，对该项目进行厂房变更设计
方案批前公示，保障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现已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变
更，目前正进入公示阶段，等公示
完之后就可以颁发新的施工许可
证了。

让陈明胜格外动容的是，自从
企业反映这个问题后，儋州市营商
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为
企业提供“店小二”式服务。仅用
了3天，企业投产的堵点问题就解
决了。

目前，该企业正在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加紧组装调试设备，预计今
年年底投入生产，项目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1.5亿元，实现年税收375
万元，带动本地就业140人。

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局紧扣全省“万名干部
下企业”服务行动要求，开展“查堵
点、破难点、促发展”，选派15名党员
干部对接企业开展点对点服务，聚
焦企业项目建设的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及时为企
业纾困解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推
动项目建设“加速跑”，助力儋洋一
体化发展。

（本报那大11月7日电）

儋州精准服务打通沃尔金顿科技玻璃项目投产堵点

畅通“绿色通道”
加快项目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