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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要充分发挥现代产业体系
和区域协调发展“两大引擎”作
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儋州洋浦聚焦“两
大引擎”，赋能高质量发展。

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儋州
洋浦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中，大力引进海上风电项
目，打造以海上风电全产业链
为核心的清洁能源产业和装
备制造基地。

11 月 26 日，申能海南
CZ2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陆上
集控中心在儋州峨蔓镇奠基，
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开工建设
阶段。

申能海南CZ2海上风电
示范项目由申能集团和上海电
气风电集团两家行业领军企业
共同投资建设，规划建设装机
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
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38.3
亿度，可节约标煤114.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299.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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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投产后，年
产值预计达124亿元。

今年10月9日，大唐海南
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
目顺利核准获批后，大唐（海
南）海上风电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也于今年11月23日
挂牌运行，全力推动120万千
瓦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
据悉，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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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江苏海力风电设
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200套海上高端装备制
造出口基地项目落户洋浦，这
也是落户洋浦的第三个海上
风电装备制造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海上
风电项目将借助海南自贸港
政策红利，推动儋州洋浦海上
风电全产业链发展，为儋洋经
济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发挥中心城市示范引领，
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高地。儋
州对标国际知名湾区和自贸港
城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环新英湾自贸港新城。通过合
理布局、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儋州洋浦与周边
区域的快速互通，形成“省会城
市1小时交通圈、周边市县40
分钟生活圈、儋洋30分钟通勤
圈”的通行时空圈层。

儋州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儋州洋浦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的
战略部署，做足做深“开放”
和“深度”文章，将“美好蓝
图”转化为“现实图景”，转化
为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动实践。

（本报那大11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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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货物进出口总额758.1亿元，同比增长36.5%；服
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预计完成 77.13 亿元，同比增长
118.3%；离岸贸易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实际
使用外资累计完成5.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3%；限额
以上批发业销售额6193亿元，同比增长69.3%；集装
箱吞吐量144万标箱，同比增长31.2%……

今年前10个月，儋州洋浦主要经济指标逆势增长。
自去年底省委作出儋洋一体化决策部署以来，儋州洋浦以
超常规的节奏、超常规的力度、超常规的举措，完成党政机
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速，实现“开门
红、开门稳”，儋洋一体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聚焦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儋州
洋浦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要求，未来的儋洋要承担
建设海南自贸港政策压力测
试区的重任，为全岛封关运
作积累经验。

为此，今年以来，儋州洋
浦坚持开放为先，聚焦高水平
开放压力测试。在自贸港政
策先行先试特别是在“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
度有效实施方面将实现新的
突破。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将洋浦保税港区的加工增
值免关税等相关政策外扩到
洋浦全区，进而扩展到儋州全
域，进行政策压力测试。经考
察，儋州决定将位于洋浦新都
工业园的天基隆智控（海南）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基隆智
控）列为试点对象。

“天基隆智控的优势在于
能够健全洋浦石化产业链的
配套维保，且符合近期‘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
制度扩区试点的方向。”洋浦
口岸办副主任、儋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徐鹿说。

据了解，天基隆智控是一

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维
修、服务于一体的阀门及流体
控制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充分依托洋浦的地
理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为洋
浦石化企业提供产品、维修、
保养“一条龙”服务。

今年7月，在洋浦地区海
关等部门的帮助支持下，天基
隆智控已获得海关高级认证
企业资质，同时完成了加工增
值30%货物内销免关税首单
测试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望成
为洋浦保税港区政策扩展至
整个洋浦经济开发区后，首个
享受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
策的企业。

“目前，加工增值免关税
政策试点扩区已完成配套文
件制定、试点企业项目建设、
ERP系统联调、视频监控安
装、海关高级认证、业务流程
测试等准备工作，即将开展试
点。”儋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一线”简化申报政
策已完成“径予放行”“单侧申
报”等政策测试，区内不禁止
设立营利性商业设施和食糖
进口免配额等政策已相继落
地并开展业务。

聚焦自贸港政策实施

今年以来，儋州洋浦持续
推动“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等
航运政策红利释放，加快推动
航运产业发展，加速航运要素
向洋浦聚集。

今年2月 28日，海南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新建的“远瑞洋”轮入籍“中
国洋浦港”，这是全球首艘
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
轮，载重吨达31.8万吨。

9月23日，海南自贸港至
非洲国际远洋集装箱航线在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正式开
通运营，这是海南自贸港开辟
的第二条洲际集装箱航线。
至此，洋浦港内外贸航线达40
条，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
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
月，共有460家航运产业相关
市场主体在洋浦登记注册，新

增登记船舶222艘，总载重吨
达960万吨。其中，注册“中
国洋浦港”国际船舶达32艘，
载重吨达492.4万吨，助力全
省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跃居
全国第二。

截至今年10月底，儋州
洋浦有18家企业完成加工增
值免关税资质备案，共完成
270票加工增值内销货物业
务，货值25.34亿元，占全省
比重达80.1%，免征关税2.09
亿元。“零关税”货物累计进口
109.9亿元，累计为企业减免
税款18.82亿元，“一负两正”
三张“零关税”清单政策效应
充分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洋浦保税
港区在2021年全国综保区发
展绩效评估中，排名从第88
名跃升至第27名，首次进入
全国A类行列。

聚焦“两大引擎”

本报讯（记者曹马志）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
开幕式将于12月3日举行，为了更好服务保障开
幕式活动顺利开展，11月27日下午，共青团儋州
市委集中组织600多名志愿者在儋州市体育中
心进行省运会志愿服务岗前培训工作，进一步完
善省运会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确保志愿服务有力
有序开展。

在当天的开幕式彩排活动中，团市委组织
600多名志愿者主要参与开幕式的观众引导、秩
序维护、举牌礼仪、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工作。

为了省运会开幕式成功举行，志愿者们在烈日
下挥洒汗水，在星光中舞动青春，以青春之姿和
昂扬热情投入志愿工作，用热情、汗水、毅力和
责任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展示“东道主”的精神面貌和城市形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儋州将继续
为省运会各代表团、参赛运动员、技术人员和与
会来宾提供竞赛服务、大型活动、后勤接待、礼
仪、文明引导、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直至本届
运动会结束。

儋州组织600多名志愿者开展省运会志愿服务培训

志愿服务助力精彩省运
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

废弃矿山“变身”
3A景区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近日，走进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干净整
洁的花岗石板，郁郁葱葱的草木，古色古香的
建筑，五颜六色的九品莲浮在水面上，令人赏
心悦目。更为独特的是，山体还有一个数亿
年前形成的天然洞穴观音洞，洞里有千姿百
态的钟乳石、岩柱等。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地方之前是座废弃
的矿山——裸露的山体、巨大的深坑，垃圾
遍地。

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位于儋州市兰洋
镇莲花山下，紧邻万洋高速兰洋出口。10
多年来，在儋州市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当地
一家企业先后投入资金，对废弃矿山进行
生态修复和景观升级改造。2007 年申报
为“儋州市蓝洋观音洞地质公园”，2016年
更名为“儋州莲花山地质公园”。2021年
再次升级改造，彻底完成由废弃矿山到绿
水青山的巨变，更名为“海南火莲花地质景
区”，形成了以莲花文化、观音洞溶蚀形态
为特色，集地质科普教育、生态旅游为一体
的地质景区。

据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负责人肖建湘介
绍，景区以省级地质公园内的核心景观——
观音洞为主要旅游资源，通过对周边废弃矿
山的生态修复，形成观音洞、莲花湖、莲花文
化广场、菩提林、景观鱼池、黄金间碧竹林、亭
台楼榭等景观，打造出集地质遗迹观赏、地质
科普、森林康养旅游、儋州调声特色文化等游
憩项目于一体的生态景区。

观音洞结构奇特，洞道长达2000多米，
目前可游览洞道有600多米。洞内有洞穴溶
蚀形态、马牙状钟乳石、吊岩、岩柱等地质遗
迹，洞壁上因矿物质沉淀形成的各种色彩斑
斓的天然图案，具有独特的地质科研价值和
科普意义。

莲花湖约40亩，利用采石留下的深坑造
成，常年有山涧水补给，湖水清澈。莲花湖采
用浮床技术种植了不同品种的莲花，尤以九
品香莲最具特色，一年四季可开花，湖的坡面
还种植了大片的黄花风铃木，在湖边行走，如
人在画中游。

菩提林和黄金间碧竹林以前是石矿废渣
堆场，如今林中建有游步道、魁星双亭，供游
客上山赏景、休憩。

景观鱼池由一个9亩宽的采石深坑改
造而成，池子主要以自然降雨和山体裂隙
水补给，又通过水池底部的裂隙排出，因
此，形成一个自然循环的水体。池内放养
了各种观赏鱼和乌龟，供游客观赏和喂
食。目前，这里是景区内游客最喜欢打卡
的景点。

据了解，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是儋州市
重点项目，总体规划面积约852亩，总投资金
额约4.99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以游
览、观赏、体验为主，目前已建成对外开放；二
期建设计划以科普、健身、养生为主，包括莲
花宫科技馆、美食购物街、氡泉养生度假中心
等，目前在规划建设当中。

为了提升景区品质，今年2月，海南火莲
花地质景区启动申报国家AAA级景区工
作，10月初评工作已通过，预计明年4月可
获批，并加挂国家AAA级景区招牌。目前，
景区正根据有关部门及专家的意见，进一步
完善相关设施。

（本报那大11月29日电）

助企纾困降成本

洋浦优化“一票多车”
便捷通关模式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黄海蜀 霍
达 姚军）近日，在通过洋浦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数据与卡口核碰后，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
限公司申报的2车119吨小麦粉先后顺利过
卡出区，标志着洋浦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一票
多车便捷通关优化模式”出区过卡功能顺利
上线。

“一票多车便捷通关优化模式”是“一票
多车便捷通关模式”的“加强版”，让不符合加
工增值超过30%免征关税政策的产品也可
享受同样的便捷出区政策。

据了解，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产品多为面粉等大宗货物，以前1票货
物从洋浦保税港区内销出区，核放单申报后，
需一次性集中十几辆车来完成运输，协调难
度大，也很容易在卡口造成拥堵，增加企业的
时间和资金成本。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问题，洋浦经济
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关联合洋浦保税港区
发展局和相关技术单位，研发在符合海关监
管规定条件下，开通“一票多车便捷通关优化
模式”功能。新功能模块解决了企业找车难
问题，为企业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
提高了通关效率。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监管处副处长李恩
华表示，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关注的痛点、难
点、堵点，积极当好企业的“店小二”，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发展的
信心。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服务平台和沟通纽
带作用，高效助企纾困解难，努力做到洋浦保
税港区内项目落地持续发展、竞争优势不断创
造、发展活力不断迸发。”洋浦保税港区发展
局局长张洪光说。

儋州：
擦亮监督“探头”
打造“清廉省运”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通讯员 林天民 李思腾

自本届省运会筹办之日起，儋州
市纪委监委强化底线思维，对项目建
设及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
进行政治监督，全过程贯穿“廉洁办
会”理念，全力护航省运会顺利举办。

为织密监督网络，该市纪委监委
坚持把省运会建设项目监督工作作
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政治监督重
要内容，研究制定《关于开展“清廉省
运会”专项监督工作方案》《儋州市开
展“清廉省运会”的监督工作指南》，
组建由分管副书记、常委及相关室组
负责人组成的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3大类5大项监督任务和要点，压
实各层级各方面责任，有力推动赛事
筹备与场馆建设进度。

直插一线，强化监督检查。紧盯
职能职责，抓住关键“事”。立足监督
的再监督职责，督促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成立检查组，对涉赛酒店、学校
餐饮三防设施等进行安全检查，严格
规范各项操作，完善应急预案，提前
研判疫情防控、食品安全等各类风
险，做细做实安全保障工作，守护省
运会“舌尖上的安全”。针对群众反
映体育中心内公厕施工进度缓慢、影
响场馆项目整体进度和移交问题，市
纪委监委督查组向市环卫局下发《监
督意见书》，督促其倒排工期，及时增
加施工力量，确保该项目按规定时间
节点顺利完工投入使用。

同时，坚持完善“室组地”联动
监督机制，常态化深入“一场两馆”
配套建设项目作业一线，暗访调研
施工进展情况，督促解决体育中心
西侧支线路网因征拆问题导致施工
受阻等影响省运会筹备项目整体进
度和移交问题，为项目推进“疏堵祛
痛”。强化对省运会筹备权力运行
各环节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
治腐败，紧盯“三重一大”事项，强化
审核把关，规范决策程序和资金管
控，推动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
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严防出
现项目超概算、资金浪费等问题，落
实“节俭办会”要求。

（本报那大11月29日电）

⬆11月27日，儋州举行省运会开幕式演练，儋州“一场两馆”内外灯火璀璨。
⬇参与开幕式的演员在紧张有序地排练节目。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前10个月，儋
州洋浦货物进出口

总额 758.1 亿元，

同比增长36.5%

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预计完成

77.13 亿元，同比

增长 118.3% ；离

岸贸易 109.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2%

实际使用外资

累计完成5.36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93%

集装箱吞吐量

144 万标箱，同比

增长31.2%

关注省运会

1111月月2929日日，，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报名参加省运会的乒乓球运动员抓紧备战报名参加省运会的乒乓球运动员抓紧备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