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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不忘发展之事
海南国资国企紧抓复工复产及业务开展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在做好当前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海南国资国企已
井然有序复工复产，同时谋划新发展。为此，省国资委
召开会议指导复工复产工作；各省属企业派专车、包专
机接回工人确保有序复工；积极开展新业务，新项目陆
续上马。
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 年海南共安排省重点
项目 105 个，总投资 377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77 亿
元。海南国资国企将在自贸港建设中发挥自身优势，
贡献力量。
海南一建承建的琼山
大道北段绿化工程项目

政策支持为企业减负
为做好各企业复工复产工作，3 月 6
日，省国资委召开了全省国有企业加快
复工复产视频会议。
会上，省国资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下设的复工复产组通报了省属企业生产
经营及投资项目复工复产情况，海南控
股、海建集团、海汽集团、海口市国资委、
三亚市国资委，分别就做好复工复产工
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省国资委副主任蔡君代表省国资委
就加快全省国有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提出
要求，一是正确理解严控疫情与复工复
产的关系，提高认识，提高站位，两手都
要硬；二是统一指挥，加强协调，抓实抓
细复工复产工作，确保一季度良好开局；
三是坚持项目导向，把抓项目促投资作
为统筹推进复工复产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四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用足用好优
惠政策，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五是科学
考核，强化激励推动，为企业担当作为创
造良好氛围；六是切实将压力转化为动
力，谋划“十四五”规划，点对点招商引
资，并落实好促进消费、发展经营的短中
长期措施。
此外，为切实帮助我省中小企业、旅
游企业在防疫期间降本减负、渡过难关，
省国资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省属
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中小企业旅游
企业房屋租金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规定，承租省属企业、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的资产类经营性（含从事生产
经营、办公、商业配套等活动）用房（单指
房屋建筑物，不含土地、场地等），从事合
法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企业（含个体工
商户）及旅游企业可享受减免房屋租金 3
个月。

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工作送到家门口，还有专车接送，
太周到了。”作为钢筋工的五指山市毛道
乡毛枝村委会空中村村民黄洪新在家门
口找到了工作，解决了他可能因疫情面

临的失业困境。
2 月 20 日，海南控股在五指山市和
定安县两地开展精准定向招工，统筹组
织了旗下 9 个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方，
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对 17 类工种在五指山
市和定安县同步进行分批次、分类别定
向招工，并安排专车接送新招录的工人
去往用工地点，补充劳务用工缺口，稳步
推进项目陆续开工复工。
据了解，海南控股 2020 年计划投资
项目 49 个，并承担了 10 多个省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
计划投资额超过 70 亿元。
经过有效的摸排和复工复产举措，
海南控股 19 个在建项目复工率 100%。
其中，5 个在建水利项目实现全部复工；
为保证省重点项目按期完工，美兰机场
二期扩建项目、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省委
党校新校区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省中
医院新院区项目、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
校区公共教学楼、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
校区实验楼、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美兰空
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项目自 2 月 14 日
起陆续复工，以上 8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已
实现全部复工。
无独有偶，2 月 27 日，海建万宁建筑
产业现代化基地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
天的景象，包括现场工人和技术管理人
员，该项目人员到位率 100%。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海建集团按下了复工生
产“快进键”。
截至 3 月 23 日，海建全系统复工复
产率达 85%，海南省重点民生工程和风·
家园项目、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改项目
回迁安置房工程、文昌市电网三年行动
计划电缆管沟 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项目、琼海市文化体育建设项目体育
板块一期、万宁市主城区 1#污水处理厂
扩建工程、屯昌中医院项目等海建集团
承建项目均已复工。
随着省内项目陆续复工，省内人员
赴省外务工的需求也愈发凸显。如何保
障务工人员的运输服务及健康，作为省
属最大的运输企业，海汽集团担起了此
项重任。
3 月 3 日，载有近 400 名农民工及家
属的 20 辆海汽大巴，浩浩荡荡从昌江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广场出发，前往广东
深圳、中山、惠州、东莞等地。这是海南
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务输出队赴粤。
海汽集团为此提供“出家门上车门，下车
门进厂门”的跨省长途包车“点对点”服
务，并协调港航开通绿色通道，为此行保
驾护航。
据了解，3 月 20 日起，海汽集团全省
22 个汽车站已恢复运营；2 月 29 日起，正
式恢复了除湖北省外进出海南的省际道
路客运班车和客运包车。

为企业提供金融保障
“疫情期间能有如此高的效率，真是
出乎我的意料。”刘先生是海南当地一家
瓜果蔬菜、生鲜肉类等农副产品互联网
配送业务小微企业负责人，为保障疫情
期间农副产品供应，该公司计划加大采
购力度，
但经营资金紧缺。
在海南股交的推荐下，海控小贷接
到项目后立即启动民生领域的“绿色通
道”，完成了“当日审批、当日放款”全流
程。
受疫情影响，许多中小微企业面临
着经营资金压力，海南金控发挥国企担
当，调动普惠金融和基金两大业务板块
力量迅速响应。
基金事业部调整优化项目投资程
序，对已满足投资条件的企业，加速投
资审批进度，及时拨付投资款；加强投
后服务力度，积极发挥股东作用，协助
企业制定应对策略；协助企业对接政策
支持，适当宽限履约要求，与企业共商
解决方案，缓解企业压力。海控小贷灵
活调整还本付息方式；稳定推进信贷放
款，确保贷款余额不减；采取“非现场贷
审会”等多方式优化审批流程，提高贷
款审批效率。海金控担保确保担保余
额不减，加强银担合作力度，灵活适度
调整还款方式及时间；加大保后跟踪力
度，建立内部“特办”审批机制，实行“急
事急办”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推行一企
一 策 服 务 ，差 异 化 提 供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续贷通”、
“ 保兑通”、
“ 直贷通”等产品
服务。海南股交推出支持中小微企业

“抗疫情 助发展”十条措施，减免符合
条件的挂牌企业、会员机构 2020 年度年
费；减免交易板挂牌企业股权质押和转
让手续费；提供创新众筹“绿色通道”专
项融资服务等。

业务开展助力自贸港建设
如今，国内疫情日趋稳定，海南也正
逐步进入“自贸港”时间，许多项目纷纷
上马。
海建集团在疫情防控期间就狠抓经
营业绩，新中标南方电网综合能源大厦
项目 EPC（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
项目，合同金额 5.53 亿元。新签项目还
有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北
片安置区地基基础工程等一批省、市重
点及民生保障项目。2020 年 1-2 月累计
新签项目合同总额 27.20 亿元。
3 月 10 日，海控能源公告称，拟采取
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 4 家股东，募集资
金 2 亿元，开启海控能源股权多元化与
全面深化“双百行动”国企改革的关键
一步。据悉，此举将使该公司股东结构
和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公司资产规模扩
大，财务结构改善，将大幅降低资产负
债率，提高偿债能力，提升海控能源的
信誉度与核心竞争力，对壮大企业实力
具有重要作用，将从根本上解决股权过
于集中的问题。
海控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在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央企与地方国企实现互利共赢
的一次具体实践，双方将力求在改革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服务
国家战略，
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此外，海南港航物流的重组也有了
重大突破。3 月 12 日，海南港航物流集
团筹备组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海南港
航控股和中远海运物流自 2019 年 8 月
27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海南
港航物流重组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进
展。据介绍，该筹备组将扎实推进物流
集团各项成立工作，将海南港口打造成
物流综合服务基地和临港外向型产业
发展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