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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洋浦航运办获悉，今年1
月份以来，已有3艘船舶落户“中国
洋浦港”，实现了“一月一艘”目
标。截至目前，“中国洋浦港”船籍
港登记船舶已达 33 艘，总载重吨

516.79万吨。
今年以来，洋浦航运办用好用

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不断提升招
商引资实效，有效吸引了国际船
舶在“中国洋浦港”注册登记，

实现了平均每月一艘的既定目
标。其中，今年 2 月 28 日下水的

“远瑞洋”轮是全球首艘LNG双燃
料动力超大型油轮，该轮对洋浦
打造绿色节能低碳的船籍港起到

了积极示范作用。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得益于自贸
港特殊的政策红利和不断优化的海
事营商环境，目前入籍“中国洋浦

港”的国际船舶达33艘，总载重吨
达516.79万吨，其中30万吨级以上
的船舶有10艘，为洋浦港建设增添
强劲动力。

（据洋浦电视台）

近日，记者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相
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洋浦累计建
设充电桩324个，充电枪478把，建设
任务完成率达176.36%。

据了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不断上升，洋浦以“建站立桩”为抓
手，在公共区域、住宅小区等增建充
电桩，同时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利用内部停车场，合理规划新能源
车专用车位，并配建充电桩，满足车
主充电需求。

洋浦经济发展局有关人员介绍，
目前洋浦全区新能源汽车车桩比已
达到 1.4：1，优于全省车桩比2.5：1
的任务要求。今年洋浦将加大社区
农村充电桩、公共经营场所充电桩、
换电站建设力度，进一步扩大充电桩
覆盖范围。

（据海南日报）

今年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全力抢抓工
程进度，迅速掀起春季项目建设高
潮，确保今年经济工作实现“开门稳、
开门红”。今年1月至2月，洋浦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9%，增速排名
位居全省第一。

3月17日，在洋浦安居型商品房
一期项目工地，400多名工人正在进
行主体结构和装修施工。据介绍，洋
浦安居型商品房一期项目总投资4亿
元，拟建设住宅7栋。自春节后复工
以来，施工方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全力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目前已累计
完成投资2亿元。项目高级土建工程
主管伍籽璋说，项目预计今年5月完
成主体结构建设，进入全面装修工程
阶段，2022年将完成1.8亿元的投资
目标。

据洋浦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

月至2月，洋浦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呈
现出工业投资快速增长、重大项目
贡献突出、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提升
的特点。统计数据显示，洋浦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9%，其中，
社会投资同比增长156.6%，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244.2%。接下来，洋浦

将继续按照全省主要经济指标“按
季抓、月跟踪”工作方案要求，努
力做好重大项目评审与要素保障工
作，形成全力抓项目、抓投资的浓
厚氛围，高质量推动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

（据海南日报）

近年来，洋浦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相继引进
了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司、北大荒年产40万吨高
蛋白畜禽饲料项目，有力推动海南地区畜牧业健
康发展。

近日，记者在洋浦北大荒年产40万吨高蛋白
畜禽饲料项目看到，在生产车间旁，起重机伸出
长长的机械臂，正在吊装设备；脚手架上，工人正
在固定螺丝，安装各种构件，整个厂区有条不紊
地忙碌着。

洋浦北大荒年产40万吨高蛋白畜禽饲料项
目总投资约1.2亿元，计划引进3条全价配合饲料
生产线，1条舒化线，利用进口玉米、大麦、菜籽、
棕榈油等原料，配备微量元素、微生素等辅料，生
产高品质全价颗粒饲料。与之相邻的是已投产运
营的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司，该公司设立3条独
立生产线，年产各类饲料25万吨，产品主要销往
海南各市县。据介绍，这两家公司都采用了目前
行业里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不仅可以满足
全省畜牧业发展需求，还能推动洋浦上下游产业
链发展，为洋浦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据洋浦电视台）

洋浦打造畜禽饲料生产基地

推动海南地区畜牧业
健康发展

近日，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邀
请第三方安全技术咨询单位，组成联
合检查组，对辖区内10家港口企业进
行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在国投裕廊洋浦港，检查组对照
交通运输部《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九版）》的
要求，重点检查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企
业主体责任情况，查看了码头船岸界
面管理、码头作业程序规范、码头作业
人员个人防护措施等情况，确保港口
防疫无死角。

今年以来，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
局共对港口企业开展5次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和6次疫情防控复查工作，检
查企业29家次，发现问题14项。检
查之后要求企业举一反三，开展安全
隐患自查自改工作，做到安全隐患动
态为零，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稳定。

（据洋浦电视台）

前两月洋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9%

增速排名位居全省第一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登记船舶达33艘
总载重吨516.79万吨

日前，记者从洋浦石化功能区园
一路及浦四路南段延长线项目部获
悉，该项目是儋州洋浦2022年度第
二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该道路已全
面进入土石方施工阶段，预计2023
年春节前完成建设达到功能性通车，

进一步完善乙烯片区路网。
在洋浦石化功能区园一路及浦

四路南段延长线项目施工现场，90多
台大型设备正在同步开展土石方开
挖、运输石料各项工作。据了解，该
项目总投资3.86亿元，2022年计划

投资1.5亿元。新建浦四路南段延长
线和园一路，主路和辅路全长4.064
千米，道路红线宽度12米至32米；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
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
电力工程及绿化工程等。

洋浦石化功能区园一路及浦四
路南段延长线项目建成后，将与已建
成的滨海路中段、浦四路、疏港大道
二期等乙烯片区路网连为一体，形成
环形路网，服务乙烯下游产业，助力
自贸港建设。 （据南海网）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
“零关税”政策实施以来，洋浦积极推
动政策落地，扩大政策效应，让企业
切实享受到自贸港政策红利。

3月15日，华能洋浦热电公司在
洋浦海关申报进口的调节阀顺利通

关放行。据了解，3月以来已经有三
个批次的进口自用生产设备运抵项
目现场。截至目前，华能洋浦热电已
完成七批进口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业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

“零关税”政策，具有负面清单种类极
少、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政策受益
面广等特点，进一步降低了海南自贸
港企业税负水平。

企业介绍，海南自贸港自用生产
设备“零关税”政策让企业获益良多，

除了降低税负，还进一步增强产业竞
争力，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企业到海
南自贸港发展，不断夯实海南自贸港
实体经济，有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
设。

（据洋浦电视台）

3月22日下午，洋浦召开贸易企业座谈会，积
极推进商贸业要素聚集和产业发展，搭建政企对
接交流平台，助力儋州洋浦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儋州市委常委、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任延新出席会议并介绍有关情况。他指
出，洋浦作为海南自贸港的先行区示范区，商贸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各企业要坚定信心和决心支
持洋浦的发展，洋浦也将尽全力为企业发展提供
周到服务，全力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洋浦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与
企业沟通交流，建立互通互信平台，认真梳理企
业诉求，积极研究推动解决相关问题。要加强政
策宣传，积极为企业答疑解惑。要进一步简化办
事流程、提高效率，为企业在洋浦扎根发展提供更
多便利。

会议还推介了商贸业政策兑现、商贸企业季
度奖励政策等内容，各企业围绕相关诉求及优化
环境等方面依次发言。

儋州市副市长、洋浦管委会副主任王民出席
会议，洋浦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勇军主持。

（据洋浦电视台）

洋浦召开贸易企业座谈会

搭建政企交流平台
助力儋州洋浦发展

3月23日上午，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党委副
书记兼纪委书记汪海洋率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工
作专班到洋浦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汪海洋一行先后到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
司、保税港区圣庄科技公司、洋浦国际集装箱码
头调研，现场了解港口作业和查验场所工作情
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汪海洋听取了洋浦环境
局、海关等有关单位介绍了口岸货物进出境环境
安全监管工作情况。他强调，洋浦要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口岸货
物进出境环境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口岸查验环境
监管，切实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营造良好口岸发展环境，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洋浦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信芳陪同调
研。 （据洋浦电视台）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
专班到洋浦调研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3月21日上午，洋浦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张信芳到保税港区企业走访调研，督促有关单
位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助力企业发展。

在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张信芳与企业
负责人座谈，听取企业诉求。他要求相关单位要
结合企业意见建议，有针对性推动解决企业难
题，切实做到有求必应。要加强与企业沟通，全
方位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助力企业发展。

张信芳还来到罗牛山、菲洋椰子产业园、沃
尔金顿及圣庄科技等保税港区内企业调研，了解
企业发展运营、建设进展、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
等工作情况。他强调，有关单位要切实当好产业
链的协调者、组织者，推动盘活保税港区内业态
发展。要经常性深入项目现场，倾听企业诉求，
解决企业难题，做到企业缺什么就补什么，助推
企业发展。要加强督促检查力度，加快推动项目
建设。各企业也要加快进度，风风火火干起来，
力争如期顺利建成投产，为海南自贸港“样板间”
建设作出贡献。 （据洋浦电视台）

洋浦：

深入企业听诉求
解决难题促发展

洋浦开展安全生产及
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严把码头疫情防控关
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洋浦累计建设
充电桩324个

洋浦石化功能区路网不断完善

园一路及浦四路南段延长线开工建设

海南自贸港进口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实施

洋浦企业获益良多

近日，记者从中国石化海南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炼化）
获悉，该公司从3月15日起全面进入
停工检修阶段，标志着为期58天的
停工大检修拉开序幕。

据介绍，这是海南炼化自2006
年建成投产以来第4次大检修，停工
检修项目包括常规检修项目 5172
项、技术改造项目80项，预计总投资
15.3亿元，参加检修承包商人员预计
达6846人，是海南炼化自2006年投
产以来检修项目最多、范围最广、深
度最大、任务最重的一次检修。

目前海南炼化已成立大修指挥
部，明确了检修的重点项目和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以各运行部门为单位，
成立了6个分指挥部，各职能组专业
工程师分派至各分指挥部分工负责，
实现条块融合提效。为了严格落实
安全环保措施，海南炼化进行了检修
前的安全大演练，停工检修期间将通
过深冷、吸附，确保达标排放。

为了确保海南炼化大检修期间，
实现“零事故、零受伤、零污染”的目
标，儋州市委（洋浦工委）儋州市政府

（洋浦管委会）专门召开了会议，对海
南炼化检修工作进行部署，并制定了
安全保障方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

实到位，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把安
全生产工作做好。

（据南海网）

海南炼化第4次大检修开始
预计总投资15.3亿元

免关税政策红利加持

企业“加油”提速
3月 21日，位于洋浦经济开

发区保税港区的海南澳斯卡国
际粮油加工项目现场，生产线上
的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成品油进
行包装。

在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
红利的加持下，海南澳斯卡国际
粮油加工项目从去年7月到12月
底，进口大豆和菜籽共22.1万吨，
进口货值约1.13亿美元。同期大
豆和菜籽加工产量达19.6万吨，
产值10.86亿元。

海南日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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