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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

万名干部下企业·助企日记

一线直击

项目建设一线见闻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自9月琼海开展“千名干部下企业”服务
行动以来，作为琼海首席金融服务专员，
我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调研了解市场主体
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
中的难点堵点，特别是金融方面的诉求。

不久前，我率队前往琼海市属重点
保供企业琼海武记农产品工贸有限公
司。我们了解到，近期该企业投资
1300多万元新上线一条大米加工全自
动生产线，同时投资600万元新建一栋
厂房，导致出现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
流动性资金缺口，希望银行给予流动性
信贷支持。

了解该企业金融诉求后，我和同事
们及时引导中国银行琼海支行、海南银
行琼海支行积极对接该企业，根据该企
业厂房在建工程抵押情况，及时发放相
应数额的流动性贷款。

有着扩大生产需求的企业不止琼
海武记农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在琼海

“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我们了解到该项
目目前经营状况向好，主营产品手指柠
檬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果苗销售增长也
较快。经营者希望加大项目投资力度，
用于标准示范和试验性种植新品种水
果、培育优良新品种苗木。我们及时引

导琼海农信社和农发行琼海支行积极
对接该项目，拟以该园区未来门票收益
权质押，为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企业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
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只有帮助企业
克服发展困难，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稳
定运行。为了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我们
出台了《关于做好琼海市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
出 14 条金融工作举措，着力引导琼海
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及批发零售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同时，我们还组织辖区银行机构在
全省率先建立并公布辖区“首席金融服
务专员名单”“乡村振兴金融顾问团名
单”及其联系方式，提供金融问题、金融
政策以及融资、理财等电话咨询服务。
截至目前，辖区累计 1700 多个市场主
体主动打电话咨询金融纾困解难政策，
有791个问题得到解决。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未来，
我们将继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加快推
动一揽子“双统筹”稳经济金融政策落
地见效，让助企纾困政策广覆盖广受
益，更好助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向好
发展。 （整理/本报记者 陈子仪）

中国人民银行琼海支行行长金为华：

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当天19时，工人们在项目部门口有序
排队，接受每日核酸检测。海南控股迈湾水
利枢纽工程建管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施
工现场正打造“无疫工区”，工人们每天利用
晚饭时间接受核酸检测，做到建设和防疫

“两不误”，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施工环节中。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岸边坡开挖工程量

近600万立方米，项目建设涉及南渡江流
域，减少对原地表扰动、保护好两岸生态环
境，是项目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海南控股组织设计、监理、施工
等参建单位，成立技术攻关小组进行了专题
研究，以分层坡面绿化，边建设边进行生态
修复的思路进行保护，采用三维生态护坡技
术，在岩石、混凝土与坡面相隔的中间层覆
盖有机基层，再进行植草和灌木复绿，可以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增加绿化面积。

“坝肩高边坡处理结束后，不仅可以恢
复山体绿化，还环保美观，符合新时代的工
程理念，更将填补我国在热带地区处理超高
土质、类土质边坡领域的空白，实现零的突
破，展现新时代下全新水利工程生态环保设
计思想。”刘培海说。

眼下，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正加快建设，
已累计完成8.4亿元实际投资计划。“我们将
抓住有利时间节点，加强现场组织调度，提
升工作效率，尽快让这项利民工程发挥作
用。”张润林说。

（本报屯城11月8日电）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高效统筹项目进度、施工质量和生态保护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屯昌县与澄迈县交
界处的南渡江中游河段，是我省规划的北部大型
水源工程，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南渡江下游海口
市、澄迈县、定安县等市县供水和生态用水安全。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黎其伟）11月8日，海南永
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暨海南城帆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两家公司由中国水电十局
与海口市水务集团通过“交叉持股”的
方式成立，承担不同发展定位，实现资
源共享、战略协同，借助海南自贸港建
设契机深化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推
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电建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
在全球能源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投建营一体化全
产业链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海口市
水务集团与中国电建集团全资子企业
中国水电十局的合作，是市属国企改革
与发展的重要突破，也是创新商业模
式、抢抓市场机遇，探索试点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新尝试，将提升海口工程建设
水平、水务发展能级。

海口市水务集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为海口水务工程建设
引入“国家队”力量

11 月 4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广
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凌
公司）农产品分拣中心，我看到了即将
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包装纸箱样品，心
里特别希望该公司能够顺利完成农产
品出口备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地瓜
甘薯出口。

我是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杨玉娟，也是海南“万名干部下
企业”中的一员，广凌公司便是我服务
的企业。

广凌公司是昌江产销研合一的重
点农业科技公司，受疫情影响，农产品
在国内的销售渠道受限，价格不理想，
企业经营遭遇困境。10 月，广凌公司
总经理罗志勇提出了让农产品走出国
门的设想，想为公司经营另辟蹊径。我
觉得是个好主意，可昌江本地企业对进
出口贸易不熟悉，进出口贸易流程缺乏
专业人员指导。比如，出口资质如何办
理、外汇账户如何开通、结汇方式如何
解决等，还有诸如国际农产品认证、海
外市场农药残留规定、GGAP认证等要
求，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急需富有经验
的专业公司和人士给予指导。

因此，在了解该企业的诉求后，我
与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省农业厅及县发
改委、县商务局等相关单位，了解进出
口贸易办理程序，邀请有丰富经验的
第三方公司到广凌公司进行全程培
训，争取尽快帮助企业解决在前期申
报中的难题。

经过多次调研与考察，并结合企业
特色，我们与广凌公司商议制定了地瓜
甘薯出口计划，目前广凌公司正在第三
方公司的指导下积极进行材料准备。

在分拣中心，一个个设计精美的包
装纸箱样品摆放在展示台上。罗志勇
告诉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改进包装设
计，既要做到美观大方，也要体现本土
特色。公司下一步有计划增加龙眼、火
龙果及凤梨的出口。

走出分拣中心，不时听到机械轰鸣
声，企业的在建项目正慢慢恢复往日活
力，一切都是好的迹象。回想在这次服
务的过程中，广凌公司员工常开玩笑说
我是不领工资的“员工”。我想告诉他
们，只要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我们不
仅可以不领工资，还可以 24 小时服
务。 （整理/本报记者 刘婧姝）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娟：

只要能解决问题
我愿意24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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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项目施工的好时节，11月8日，位于
屯昌县与澄迈县交界处的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现场，车辆穿梭不息，塔吊和机械有条不紊地进行
作业，工人们在忙碌着。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是我省最大的水利在建工
程项目，位于南渡江中游河段，以供水、防洪为主，
兼顾灌溉、发电，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海口和江
东新区供水安全。目前，由海南控股旗下省水利电
力集团负责建设管理、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
工程项目正在进行主坝混凝土浇筑，这是该项目的
节点控制性工程。

■ 本报记者 谢凯 通讯员 林小丹 郑开旭 张志坚

进入工程大坝基坑施工现场，机器轰
鸣，主坝施工作业面多点进行。“现场作业
的工人有400多名，现阶段正进行大坝混
凝土浇筑，最高坝段已浇筑到78米高程。”
业主单位海南控股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管理部现场代表刘培海指着不断“长高”的
坝体说道。

刘培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工程主坝为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混凝土浇筑总量为117
万立方米，目前已浇筑34万立方米。大坝
坝体分为20个坝段，计划2024年5月前完
成全线混凝土浇筑。

施工现场，迈湾工程大坝浇筑施工红旗
班组成员赵国峰正认真执行动态监督检查
制度，确保施工生产过程中每道环节、每个
作业人员的质量和安全可控。

“工程主坝、副坝对混凝土浇筑质量有
着很高要求，比如在精细度、混凝土面控制
等方面工序复杂多变。只要一道工序控制
不好，就会对整个工程造成不可估量的影
响。”赵国峰蹲守现场，层层把关、全面记录，
确保每道工序达到质量要求，被大家戏称为

“不留情面的人”。
“工程还采用了BIM智能建造技术，实

现人机结合共同监管工程质量。”刘培海在
一旁补充道，他们建立了涵盖测绘、水工、施
工、交通、机电、金结等专业的设计信息模
型，打造一体化智能建造应用平台，实现枢
纽建筑物总体布置比选、混凝土工程量计算
和质量控制、复杂结构碰撞检查等应用，还
能实时监管施工现场和人员，大大提升作业
效率。

在项目现场成立红旗班组，发挥党员先
锋作用，是迈湾水库加快项目建设和保障质
量的另一项有力实践。

“作业面上成立红旗班组，党员带头冲
在前，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中国能
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
目部党支部书记张润林说，他们建立员工技
能与薪资紧密挂钩机制，实施规范化管理，
严控工程质量，同时加强政治理论、操作技
能学习，打造学习型班组，积极开展“工作面
技能竞赛”等业务交流、技术探讨活动，推动
项目建设和提升工程质量。

刚过去的雨季叠加台风带来的充沛降
水使得南渡江上游水位涨势汹涌，一度导致
工程大坝基坑淹水。张润林介绍，他们不断
优化施工方案，从施工技术、安全管理、生态
平衡保护等方面稳步推进施工。

几天前，主坝坝段内压力钢管全部安装
完成，这是发电厂房和引水一线的重要建设
节点。趁着天气晴好，大家正铆着劲加快施
工。张润林说：“目前多数施工面实现交叉
作业，形成流水作业面，接下来将强化资源
配置，分解任务，同时利用红旗班组创优争
先，争取超额完成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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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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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张龙）
近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在了解到某企
业在异地无法及时提供纸质凭证材料
后，积极引导企业通过兴业银行“兴业
单证通”线上办理资本项目入账申请手
续，实现在线填写申请表、扫描上传审
核材料，一键提交银行办理，足不出户
完成资本项目入账手续，用时不到30
分钟。

据了解，该项业务实现线上高效快
捷办理，得益于兴业银行在国家外汇管
理局海南省分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获
批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数字化服务
试点资格。此项试点业务允许银行在符
合现有资本项目业务审核原则和档案管
理要求的前提下，支持企业通过“兴业单
证通”线上办理资本项目登记、账户入

账、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资本项目
外汇收入意愿结汇和非便利化资本项目
资金境内支付等高频业务，真正实现资
本项目外汇服务的“触手可及”。

据介绍，资本项目数字化试点是深
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
港内企业资本项目业务便利化服务体
验，全面支持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
指导辖区内具备试点资质的商业银行
积极申请业务试点，帮助企业资本项目
外汇业务办理实现“无纸化、线上办、零
跑腿”，让企业省时省力省心。

截至10月底，已有两家银行开展
试点，共办理业务上百笔约2亿美元，
节约纸质材料近2000张，减少企业“脚
底成本”近9300公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资本项目数字化试点落地

让资本项目外汇服务“触手可及”

11月8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海南银行总部项目主体钢结构已经
完成施工，总体项目计划于2023年4月完工。

据了解，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是江东新区先期启动建设的核心区域，面积
约1.79平方公里，拟建成集企业总部、商务办公、创新服务、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的
生态总部聚集中心。 文/图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
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海南银行总部项目现场海南银行总部项目现场，，一名工人正在进行幕墙施工一名工人正在进行幕墙施工。。

海南银行总部项目现场海南银行总部项目现场，，工人进行钢结构穹顶施工工人进行钢结构穹顶施工。。

海南银行总部项目现场，一名油漆工人正在给空调管打磨除锈。

◀迈湾水利枢纽项目现场，工人在浇灌混凝土。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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