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瞰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工地。

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3.1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4栋三层物流仓库、1栋三层配套楼、1栋一层动力中心及2层平台坡道。目前总体进度
完成约60%，正在进行主体施工，计划明年1月15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明年底竣工验收投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物流中心建设忙
一线直击

54岁的贵州工人谭先明正在搬运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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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干部下企业·助企日记

项目建设一线见闻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1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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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院江东新院区项目）现场，装修工人
徐宜直正在住院楼A栋开展外立面装
修作业。只见他手中的胶枪对准玻璃
幕墙缝隙处，密封胶均匀地填满了缝
隙，“阴天最适合施工，我们都加把劲，
把施工速度提上来。”

在作业面上，1300多名工人一起
行动，项目施工有序推进：正在建设中
的感染楼二层，工人们将数十根钢筋紧
紧捆扎在一起，第三层楼模型初现；已
经封顶的医技楼内部，室内砖墙砌筑等
装饰施工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地面上
的工人也在有序搬运消防管道等建材。

中铁建设海医一附院江东新院区
项目相关负责人谢艳君说，党的二十大
报告多次提及“民生”字眼，指出要“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作为省重点项目的海医一附院江
东新院区，在建设之初就紧紧围绕“增
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一
理念推进建设进度。自去年5月开工
建设以来，项目紧抓时间节点，增速施
工，如利用智慧建设系统实时监测工
人、物料、建设进度等情况，保证施工安
全，提升管理效率。

项目建成后可以提供 2000张床
位，将集临床救治、科研、教学等于一
体，有效优化海口区域医疗布局，为海
口乃至全省医疗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环节”。“我们在施工时也始
终遵循绿色、低碳的理念。”中铁建设海

医一附院江东新院区项目土建技术员
谢阳说。以还未封顶的感染楼为例，我
省首件竖向预制的装配式RC框架被运
用在楼体的建设过程中，相比现浇柱梁
可以大幅减少木材模板，及施工用水、
施工用电的消耗，并减少80%以上的建
筑垃圾，显著提升现场的施工效率和施
工质量。

已经封顶的医技楼内，装配式叠合
楼板的应用，同样是“绿色化、低碳化”
的体现。“相比原始现浇筑作业的工作
量来说，现场大量的装配作业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所以我们的工程进度得以有
效提升，同时也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
做到节能环保。”中铁建设海医一附院
江东新院区项目政工纪检员王宏民说。

如今，该项目主体结构处于收尾阶
段，即将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并
将于2024年3月交付使用。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江东新院区项目建成
后，可提供2000张床位，
集临床救治、科研、教学
等于一体，有效优化海口
区域医疗布局，为海口乃
至全省医疗服务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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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项目主体结构收尾

民生工程加速 幸福底色渐浓

本报五指山11月9日电（记者谢
凯 通讯员温小丽）近日，五指山市农
技中心采购的一批货值146.5万元的
农产品定量检测仪器配套设备顺利
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通关，这是
今年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
政策升级后首次惠及五指山市。

据了解，这批农产品定量检测仪
器配套设备是五指山市农技中心根
据实际需求情况采购的专业设备，将
投用到五指山市农产品检测一线工
作中，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今年2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海南自由
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
通知》，享惠主体扩大到海南自贸港注
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
位。为落实好这项优惠政策，五指山
市相关部门响应“零关税”政策效应扩
大工作要求，做到政策宣导先行，向所
需申报的重点单位进行政策宣介，帮
助有需求的单位积极申报，为享惠主
体做好帮扶等高效服务，推动政策惠
及更多市场主体及事业单位。

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
“零关税”政策惠及五指山
一批农产品定量检测仪器配套设备顺利通关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11月9日
上午，由南京21世纪投资集团、海南
总部基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澄迈生态智慧工业园在澄迈老
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项目现场举
行开工奠基仪式。

据悉，澄迈生态智慧工业园项目
用地面积约 738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涉及高标准
通用厂房、政企服务中心等。园区涉
及智能健康设备制造、智能电子信息
制造、先进航空装备制造等智能制造
工业业态，集合产业研发设计、产品
展示、办公生活、社交休闲为一体，将

打造成为老城经济开发区内规模最
大的智能制造工业园。该项目对于
进一步优化澄迈县工业产业结构、完
善工业产业布局、扩大就业机会，拉
动地方经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南京21世纪投资集团董事长许
尚龙表示，澄迈生态智慧工业园地理
位置优越，“海陆空”交通便利，且毗
邻海南生态软件园，可与之形成互
补，是自贸港研发、制造业优选之
地。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海南规
模最大的生态智慧工业园，助力区域
经济发展。

澄迈生态智慧工业园动工
为区域发展增“绿”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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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抱由11月9日电（记者李梦
楠）11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乐东
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
位于该县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莺歌
唱晚驿站195亩用地于日前成功出
让，该驿站项目将于年内开工。

据悉，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
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标志性
工程，莺歌唱晚旅游驿站是首批 8

个重点驿站之一。此前，该县黄流
镇一宗地块以1.91亿元成功出让用
于该驿站的建设。驿站整体设计工
作由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设
计、北京冬奥会场馆的总设计师负
责。该项目将于年内开工，建成后
将成为集“基础型”服务功能和“亮
点型”引领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超
级驿站”。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乐东莺歌唱晚驿站年内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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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记者孙
慧）11月9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海口市联
合举办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政
银企服务对接会，为政府、银行、企业
之间搭建合作对接平台，共同促进我
省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民生需求。

此次对接会我省邀请13家各类
银行机构和65家保障性住房开发建
设领域企业齐聚一堂，开展合作交
流。对接会洽谈内容涉及保障性住
房项目66个，建筑面积788万平方
米，投资额510亿元。

据介绍，我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当前已有近
100家企业参与我省安居房项目开发
建设，各银行机构也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针对保障性住房项目推出设立贷
款审批投放绿色通道、住房开发贷款
政策等多项金融服务举措，为我省加
快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我们近年来已先后审批通过多
个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授信金额超
60亿元，为我省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
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海南省
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左仁静介
绍，该行围绕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的
各个阶段，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解决方案，并设立高效贷款审批投放
绿色通道、专项信贷规模和优化贷款
定价等差别化的流程安排，最大限度
地保障企业的融资需求。

“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需要
银行机构的强力支持，通过这次政银
企对接会，让我们企业能多了解各类
银行机构的融资贷款政策，寻求更好
的合作机会。”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禄说，
该企业是一家以保障功能类住房开
发建设为主业的省属龙头开发企业，
已谋划合作开发项目11个，计划建设
保障性住房共6500套，计划总投资
73亿元。

我省举办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政银企服务对接会

携手共筑自贸港安居梦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曹柳）11月8日，位于海口
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中国智能物
流骨干网海口江东新区节点项目（以
下简称菜鸟项目）迎来提前验收，完
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走进菜鸟项目建设现场，3栋钢
结构仓库已完成整理工作，工作区内
环境整洁、地面干爽，每个出货口都
粘贴了醒目的提示标识，工作人员与
验收人员正在认真开展各项检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
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自由贸易区网络。菜鸟项目将结合
菜鸟数字化物流产业互联网的优势，
与海南共建全球数智供应链示范区，
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国
际航空枢纽、实现与全球的高效连接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正是基于此，项目加班加点推进
建设。”该项目经理贾东亮说，项目总
用地面积159.3亩，总建筑面积5.83万
平方米，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通过
科学倒排施工计划、提前采购施工材
料、科学合理穿插施工等措施，实现了
4个多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提前1个
月以上竣工验收。

在项目施工的过程中，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在办理施工许可、项目周
边市政配套建设、供电等方面，由项
目专员保驾护航，确保项目建设稳步
推进。

目前，项目已安排物业团队进
场，从安全、维修等方面开展工作，配
合完成现场全面验收，进行运营前设
备查验等。项目将同步推进验收手
续和尾项整改，计划11月完成所有
验收手续，预计2023年 3月份投入
使用。

海口江东新区菜鸟项目
提前1个月完工
共建数智供应链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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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盛群，今年24岁，是定安县
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新
兵”。我最期待的是，用黑色写字笔在

“企业问题清单收集台账表”上写上
“已解决”三个字。每个“已解决”的
背后代表着一家企业卸下包袱，轻装
前行。

前不久，定安启动“百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我作为百名干部之一，
很快便接到了一项助企纾困分派任务
——协助海南定安天安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安实业）解决店铺租金减

免问题。
天安实业是一家以零售业为主，

集生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电、化
妆品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商业贸易企
业。受疫情影响，该企业今年营收较
往年同期有所下滑，加上社保基数上
涨、多家店铺租金缴纳等诸多因素影
响，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增大。

根据我省相关政策，受疫情影响
不能正常经营的商户可减免 3 个月租
金，但天安实业在与个别房东交涉过
程中产生分歧，部分房东拒绝租金减

免。得知企业的难处后，我也曾多次
联系这些房东，但对方拒绝协调。

我深信，勤快点，再大的困难也会被
一一击破。抱着不怕麻烦、越挫越勇的
态度，今年10月中旬，在我的努力下，两
家店铺房东同意减免企业3个月租金，
共计7万余元，这笔钱解了天安实业的
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定安县日前开展百万
消费券活动。借助政府消费券活动，
可以为商家引入客流，带动营业额增
长。收到企业反馈后，我立即与定安

县发改委方面沟通，让天安购物超市
进入政府消费券活动参与商家名单。

通过深入基层，走进企业，我更加
深刻认识到，问题解决的过程，自己
的能力也获得明显提升。干部的工作
作风越好，企业办事效率也越高。未
来，我还要继续划好提升工作作风的

“桨”，使企业扬起加快发展的“帆”，
助力市场主体爬坡过坎，切实提升服
务质效。

（整理/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王琳文）

定安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干部周盛群：

划好作风“桨”扬起发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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