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发生以来， 广东省
委、省政府坚持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坚持全
国一盘棋，高度重视重点防疫
物资生产供应和保障工作，充
分发挥广东大局意识强、市场
化程度高、科技创新实力比较
雄厚、产业链较为完整、制造
业优势明显的特质，迅速紧急
动员部署企业加快复产、努力
扩产、挖潜转产、科技创产，实
现进“红区”的医用防护服、医
用 N95 口罩、 儿童口罩三个

“零的突破”， 目前广东已彻
底扭转“一罩难求”的供应紧
张局面。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张璐
瑶， 通讯员穗工信报道：3 月 20
日，广州市政府第 15 届 104 次常
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了《广州市
促进汽车生产消费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若干措施 》），提出将增加
中小客车指标。

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行业产
生较大影响最大。 为了稳定汽车
产业，广州出台新政策，从提振新
能源汽车消费、 鼓励汽车加快更
新换代、 营造汽车消费环境三个
方面，提出购车补贴、竞价奖励、
新增巡游出租车指标和优化中小
客车指标调控政策等措施， 支持
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预计拉
动总产值将超过 200 亿元。

记者从广州市工信局了解，
优化中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的方
向是增加中小客车指标。 具体增
加的数据将进行核改， 预计两周
后出炉。

与此同时， 广州将推动新能
源车配套设施建设。 推动政府机
关、 事业单位等单位的露天停车

区域配置充电设施； 加快推进现
有公共停车场、 产业园区等区域
的充电设施建设。 鼓励充电设施
运营商加大现有住宅小区露天公
共停车区域快速充电设施建设力
度。 建立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及再生利用产业试点示范， 开展
电动汽车车电分离试点工作，切
实降低新能源车购车成本。

为了让市民购车更便利，《若
干措施》提出，推动汽车注册登记
和车辆购置税信息网上审核。 利
用广东税务手机版、 粤税通微信
小程序办税方式， 在更多品牌汽
车销售企业 （4S 店 ）推行申报缴
税“网上办”，实现车辆购置税申
报缴纳、 车辆登记上牌无缝对接
的“零跑动”办理。

支持汽车企业利用电子商务
创新汽车销售模式， 用户足不出
户即可实现销售下订、保养预约、
年检代办、违章代缴等全程“零接
触”购车体验，引导汽车电商企业
建立有效的电子商务经营模式，
推进线上与线下渠道关联销售。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
通讯埚顾瑾报道： 大湾区城际
铁路建设又有新进展。 20 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与中国铁设、
铁四院等单位， 就 5 条粤港澳
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合同举行签约仪式。

5 条城际铁路总长约 410
公里 ， 投资约 2018 亿元。 其
中， 深汕铁路将衔接广汕铁路
等多条高速铁路， 助力深汕特
别合作区发展； 穗莞深城际前
海至皇岗口岸段将在穗莞深城
际延伸至前海的基础上， 进一
步延伸至深圳福田中心区； 深
惠城际将进一步加强惠州中心
区与深圳龙岗中心区等的快速
联系； 深大城际将加强深圳坪
山区、 龙岗区、 龙华区等与深
圳机场的快速联系； 龙大城际

通过与深惠城际、 深大城际的
衔接， 实现深圳大鹏新区与中
心城区、 重大对外交通设施间
的快速联系。

目前 ， 穗莞深城际机场至
前海段已开展初步设计。 因此，
此次签约也标志着深圳市主导
建设的 5 条城际线路 6 个项目
的设计工作全面启动， 深圳即
将进入城际铁路全面建设时代，
为建设大湾区迈出坚实的脚步，
让美好愿景变成生动现实。

据了解， 2020 年深圳在建
城市轨道里程将达 343 公里 。
深圳地铁还将重点推动大湾区
轨道交通线网优化、 推进深莞
惠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
加快国家综合铁路和城际线路
建设、 推进城际铁路公交化运
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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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将增加中小客车指标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 通
讯员番检宣报道：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 ， 基层工作人员冒
着被感染的危险参与一线防疫、
检疫工作， 绝大部分群众主动
配合 ， 但是仍有少数人 ， 不但
不重视 ， 还使用暴力威胁的手
段妨害执法人员 、 社区工作人
员实施防控措施， 阻碍疫情防
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造成极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 记者昨日从
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了解到 ，
该院近日受理并审查逮捕一宗
涉疫情的妨害公务案件。

2020 年 3 月 6 日， 犯罪嫌
疑人董某某在广州市番禺区市桥
街某小区门岗疫情防控点， 拒不
配合该防控点工作人员检查， 并
开车冲卡， 工作人员上前阻止，
要求其出示穗康码。 董某某置之
不理， 在工作人员录像取证时，
从车内拿出辣椒喷雾剂多次喷

向工作人员面部致其不适送院
就医 ， 还对前来制止指责的群
众嚣张拍照录像 ， 并持辣椒喷
雾剂喷向阻止其离开的群众 ，
后被闻讯赶至的公安人员抓获。
番禺区检察院于 3 月 18 日对董
某某以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作
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检察官温馨提示， 防控疫
情人人有责 ， 根据两高两部在
疫情期间印发的 《关于依法惩
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对
于社区、 居委等受政府委派到
一线疫情防控点开展防疫、 检
疫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视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 其工作内容
属于执行公务， 暴力抗法的行
为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 应当
自觉配合执法人员 、 检查人员
实施防控、 检查措施， 为防控疫
情承担公民应尽义务。

拒不配合小区门岗疫情防控

广州一市民暴力拒检被捕

广东交出高分成绩
记者从广东省工信厅获悉，

全省纳入产销台账的口罩机生产
企业已增至129家，2月以来累计
生产口罩机2581台，占全国80%，
其中交付省外1018台。 涌现出一
跃成为全球最大口罩生产企业的
比亚迪、 疫情期间呼吸机累计供
应量占全国六成的迈瑞医疗、供
应防护服胶条全国第一的广东盈
通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防
疫物资生产巨头。

广东积极支持全国战疫大
局，截至3月18日，累计向国家调
运医用防护服16.72万件、医用防
护口罩 （N95）97.45万只、其他口
罩3404万只、呼吸机65台、口罩
机1018台、贴条机1218台、胶条
1.7亿米及其他物资。 口罩、口罩

机、贴条机、胶条4类物资国家调
拨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其中全国
胶条几乎全部由广东提供， 口罩
机、 贴条机调拨数量占全国调拨
总量超过80%， 为全国各地生产
医用防护服、 口罩等防护物资提
供有力支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先后两次来函致谢。

快速复产扩产转产
2月6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实施

广东“复工复产20条”，有针对性地
提出5方面共20项政策措施。 省工
信厅会同省财政厅第一时间出台
支持重点物资企业扩大生产的技
改、装备奖励政策，并鼓励企业越
早行动奖励越大，对企业在技术改
造过程中确实形成有效产能的设
备购置额进行奖励，最高奖励额度
可达80%，对口罩机、防护服贴条

机、负压救护车等急需设备和关键
零部件，最高按照每台 （套 ）售价
50%给予奖励。 同时，加强政策宣
传贯彻，并迅速开展现场兑现奖励
政策活动， 已兑现奖励资金超过
4600万元，给企业吃下加快转产扩
产的定心丸。 比亚迪仅用7天就完
成口罩机生产设备研发制造，目前
日产口罩500万只， 一跃成为全球
最大的量产口罩工厂。

允许“先上车后补票”
为不断拓展重点紧缺物资范

围，广东相关部门主动服务上门，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在确保质量
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先上车后补
票”， 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解决问
题。 累计推动省内20批1768家以
及省外11批累计357家疫情防控
物资产业链配套企业复工复产。

短短一个月， 广东口罩复工复产
企业从2家迅速提升到217家，日
产量从不足10万只大幅提升到
2300多万只， 医用防护服生产企
业从4家增加到31家。

针对熔喷布供应紧缺、 价格
飞涨的问题， 全力协调熔喷布省
内供应，从广州、佛山、东莞三地
协调熔喷布， 合计解决18个地级
市和澳门的熔喷布紧急供应。

复产扩产的同时， 广东更重
视创新，鼓励企业科技创产提质，
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增加产品附
加值。 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
成功研发新冠肺炎AI辅助诊断系
统，总体准确率达95%。 达安基因
率先研制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 万孚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成为首批正式获
准上市的新冠病毒抗体现场快速
检测试剂。

深圳将进入城际铁路全面建设时代

5条大湾区城际铁路项目
可行性研究合同签约

羊城晚报讯 记者邓勃、刘
星彤，实习生赵怡萌摄影报道：3
月 20 日起 ， 广州正佳文旅集团
旗下景区正佳极地海洋世界 、
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 、 正佳雨
林生态植物园正式开园 。 据悉 ，
这是三大场馆自 1 月 24 日暂停
开放以来 ， 时隔近两个月后与

游客的再度见面 。
据正佳文旅集团负责人介

绍 ，为保障安全复开 ，三馆推出
“安 心 游 玩 9 大 升 级 保 障 ”措
施 ，采取实名制预约购票 ，提倡
分时预约游览 ；严控客流 ，日接
待量 、瞬间流量均不超过最大承
载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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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产扩产转产创产

广东彻底扭转“一罩难求”局面
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通讯员 粤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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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在茂名滨海新区动工， 标志茂名从
传统石油化工迈入气体化工新纪元。
项目总投资约 400 亿元， 规划用地约
3800 亩， 由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
广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联合
出资。 项目以发展丙烷—丙烯—聚丙
烯（PP）产业链为主线，打造一个以丙
烷脱氢项目为龙头的世界级绿色化工
和氢能源产业园。

项目分三期推进， 一期项目报批
总投资约 166 亿元， 建设 2 套 100 万
吨 / 年 PDH 装置，4 套 50 万吨 / 年
PP 装 置 ，2 个 50000GT （ 含 3 个
5000GT）泊位的码头及配套库区、公辅
设施等，项目将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计划于 2022� 年 3 月建成投产。 二期
项目计划投资 140 亿元， 建设 2 套
100 万吨 / 年 PDH 装置，3 或 4 套 50
万吨 / 年 PP 装置、2 个 50000GT 泊位
的码头及配套库区、公辅设施等，可新
增 600 个就业岗位。 三期项目计划投
资 94 亿，建设 100 万吨 / 年乙烷 + 丁
烷裂解装置、1 或 2 套 50 万吨 / 年 PE
装置及配套库区和公辅系统， 可新增
400 个就业岗位。 项目副产的 20 万吨
/ 年氢气通过燃料电池、分布式氢能和
外送氢能三种途径实现氢能利用。 其
中， 外送氢能主要供茂名石化公司用

氢或供应氢能小镇使用。
这是茂名建市以来引进的最大民

营工业项目， 采用世界先进生产工艺
和装置， 打造全球最大聚丙烯生产基
地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东华能源在做
大做强聚丙烯主营产业、 发展延伸产
业链的同时，将预留部分乙烯、丙烯和
丁二烯给茂名，实行双方共同招商，吸
引国内外相关行业龙头企业生产绿色
环保新材料， 将在茂名原来传统化工
千亿级产业集群基础上， 新增一个千
亿级临港产业集群。

据悉， 无论是项目设计、 设备选
型、设施建造还是未来的运营管理，东
华能源坚持让效益和效率服从于安全
与环保。 在茂名建设的丙烷脱氢工厂，
是全球率先采用 UOP 新工艺的工厂，
该工艺最大的亮点是单程转化率提高
了近一倍，能耗节约了 30%，装置占地
面积减少 25%， 采用环境友好型催化
剂且装置长周期运转 3 年以上。

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源产业园
正在推进， 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呼
之欲出。 茂名利用富集的乙烯、丙烯、
氢气等资源发展碳纤维、3D 打印、医
用材料等高端新材料产品， 借助大湾
区市场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 再造千
亿级产业集群， 进而与沿海经济带城
市串珠成链，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

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动工，投产后预计有约 20 万
吨 / 年氢气产出，将为氢能下
游产业提供充足、 廉价的高
纯氢源。 百里之外，茂名国家
高新区内， 中能源氢能科技
公司（下称 “中氢科技 ”）占地
60 亩的氢燃料电池产业示范
基地正在建设项目一期厂
房，计划今年 6 月试投产。

“茂名丰富的氢能源，是
吸引我们落户茂名的重要原
因。 ” 中氢科技相关负责人
说， 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投产后， 将有大量高纯氢源
供给。 从茂名布局可以看出
发展氢能产业的决心， 也增
强了企业的动力。

这是茂名力争在全国氢
能源汽车及氢能产业发展布
局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缩影。

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石化基
地，茂名已聚集中国石化、德
国巴斯夫、法国液化空气、日
本阪田油墨等一大批知名化
工企业， 拥有良好化工产业
基础和大量高技术人才。 近
年来， 依靠既有的石化产业
基础， 茂名布局氢能产业的
行动不断。2018 年 5 月，中国
能源集团和清华大学在茂名
联合组建了中氢科技氢能源
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为氢能
产业发展奠定了扎实根基。

据悉，茂名将跟进全球最
前沿技术，围绕新材料压力储
氢、吸附式液态储氢、固体储
氢等途径，在本地培育发展氢
气储运行业，并成为国内氢能
储运行业的领头羊。 同时，茂
名正规划建设四座氢油混合
加注站，积极与国内新能源整

车生产企业洽谈合作。 茂名石
化正规划建设博贺新港区至
茂名炼油厂综合管廊，可使吉
达园区、高新区、炼油厂连通，
形成“隔墙供应”效果，在管廊
内增设氢气管道，打通市区与
港区的输氢通道，大大降低原
料与氢气的运输成本。 远期，
可沿着现有茂名至珠三角的
管网搭建氢气管道，开展茂名
市及周边地区氢气分销、加氢
站和 LPG� 充装站建设及运
营等业务。

系列动作让茂名具备优
质氢源供给潜力，不仅助推本
土氢能商用突破，还能辐射周
边地区氢能产业发展。 茂名打
造辐射粤、桂、琼三省区的国
内知名氢能产业高地的路径
越来越清晰，实现由“油城”向
“氢城”的战略转型。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从 2019 年 9 月正式签署项目
投资协议到动工建设，仅用了半年
时间，可谓是创造了“茂名速度”，
背后凸显茂名市委、市政府坚定不
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茂
名以深厚的化工产业基础推动工
业转型升级， 围绕高端精细化工、
氢能等开展绿色化工产业布局，重
塑再造茂名工业体系，打造广东沿
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

2019 年 8 月， 茂名市委书
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志晖率
队赴江苏南京招商。 东华能源最
终被茂名产业布局和基础打动，
为此调整战略布局， 从长期立足
长三角为主， 变成长三角、 珠三
角两大战略区域并举。

茂名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是
项目洽谈对接至签约、 落户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和东华能源公司
投资洽谈中， 对方对茂名的优势
和配套条件高度认可。 经过考察、
比选、洽谈，东华能源把目光投向
了茂名。 ”他说，省委、省政府亦十
分牵挂茂名的产业发展， 关注东
华能源项目推进情况。 省政府还
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项目建设，
全方位支持项目的落地和推进。

半年时间里，400 亿元大项
目从“一纸合同”切换到“上马实
施”，也是茂名近年广栽“梧桐”

的缩影。“最多跑一次”、“只进一
扇门”、“保姆式服务”等深化“放
管服”改革，茂名营商环境优化为
项目落地提供支撑； 港博贺新港
区开港，是洛湛铁路、包茂高速公
路沿线中南、大西南各省（区 ）最
便捷的出海口， 茂名海陆区位优
势显现；“县县通高速”， 建成深
茂铁路茂名段，开启了“高铁”时
代，茂名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回顾茂名建市 60 年的历
史， 奋斗就是这座城市不断发展
的‘精神脊梁’。 ”茂名市委副书
记、市长袁古洁说，茂名举全市之
力、高规格统筹协调、无缝衔接项
目开工需求， 为企业提供“保姆
式”服务。 可以说，“茂名速度”的
背后就是茂名持续优化的营商环
境， 彰显的就是这座城市不竭的
奋斗精神。

建市以来， 茂名实现了从油
页岩加工到进口原油加工， 再到
炼化一体化生产的两次产业迭
代。 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是茂
名全力谋划第三次产业迭代的开
端， 标志茂名从传统石油化工迈
入气体化工新纪元。 当下的茂
名，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材
料、新能源战略制高点，突出产业
立市、港口兴市，立足优势打造有
韧性、有活力、有竞争力的沿海经
济带新增长极。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今日开工
投资 亿元！

“三步”迈向全球 工艺走在世界前列A

B 发展氢能产业 油城转型“氢”装上阵

C 布局转型升级 广栽梧桐引“凤”来

茂名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铿锵， 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源产业园呼之欲出

别报道 2020年 3 月 21 日 / 星期六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青 /�美编 黄文倩 /�校对 黎松青特 A5

技术合作

签约 ， 项目采
用 霍 尼 韦 尔

UOP 新 工 艺
技术

项目前期基础工作有序推进（资料图片）

项目 打 造

世界级绿色化

工和氢能源产

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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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承载茂名百年“大港

梦”的茂名港博贺新港区开港，助
力茂名与世界海洋经济同频共
振。 今年，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携 400 亿元投资进驻“滨海茂
名”， 远眸世界级聚丙烯生产基
地。 20 日，茂名市举办烷烃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新闻发布会暨东华
能源 & 霍尼韦尔 UOP 新一代丙
烷脱氢工艺技术联合发布。 据悉，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于今
日动工建设。 项目以发展丙烷—

丙烯—聚丙烯（PP）产业链为主
线，率先采用 UOP 新工艺 ，在茂
名打造全球最大的聚丙烯生产基
地，服务珠三角和全球市场，同时
以副产氢气带动氢能产业链发
展。 这是茂名建市以来引进的最
大民营工业项目， 将推动茂名形
成千亿级重大产业集群， 在全省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和
“融湾 ”发展中 ，努力建设产业实
力雄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打造
沿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