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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今天#是中国银行成立的
日子$今天上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各级领
导和机关人员来到各基层营业网点直接服务
客户# 以此纪念中国银行成立 !""周年和海
南分支机构成立 #$周年$海南日报记者同时
了解到# 海南中行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两年多
来累计投放贷款 %""多亿元# 其中去年贷款
余额超 &""亿元# 有力支持了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

!#!'年#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前身
%琼州分号&成立#是中国银行最早的分支机
构之一#也是海南第一家银行$在服务海南的
近百年历史中# 海南中行对海南经济的发展
积累了很深的理解# 也因此对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历史机遇进行全力支持# 成为支持
海南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骨干银行'

高端旅游服务业的%首选合作银行&'大型文

体活动和会展旅游业的主要服务银行' 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导银行$

去年#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存款突破
(""亿元#贷款余额超 &""亿元#中间业务收
入 %亿多元#不良资产与不良率连续 (年双
降#经营水平再上新台阶$

海南中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刚刚启动之时#该行就通过深入
分析我省发展的优势和方向# 连续支持了
!$ 家高端旅游酒店和旅游房地产的建设#

第一个贷款支持海棠湾%国家海岸&建设#目
前所有高端酒店项目运行良好#有力地推动
了海南高端旅游品牌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海南中行以海南列入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为契机# 加快金融创新$

去年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完成 !"#亿元#连
续两年业务量超 !""亿元#占全省业务总量
的 )!*#位于绝对的市场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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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上午省政府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去年我省经济比
上年增长 !&*$

%&"!!年#全省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奋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加
大改善民生和社会建设力度#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的成绩#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省政府秘书长

徐庄在发布会上说$

据初步核算#去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 &+!+,&#亿元#比上年增长 !&*#高于
全国 -./增速 &,$个百分点#在上年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仍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增长 ),&*(第
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增长 !+,&*(第
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增长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各项重

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去年#全省全口径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比上年
增长 %",+*$ 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 亿元#增长 &+,+*#增速比全国
财政收入增长 &',$*高 ",(个百分点$ 财
政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加大了对
%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
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年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 ((#,%'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

引人注目的是#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美元大关# 跨入了世界中上
等收入地区的行列$ 去年#全省人均生产
总值近 &,$$ 万元# 按现行汇率计算为
''&#美元#登上了 '"""美元的新台阶#标
志着海南已跨入了世界中上等收入地区
的行列$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
展轨迹来看#海南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
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省政府办公厅'省统计局'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旅游委'国家统计
局海南调查总队'省物价局等部门负责人
出席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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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同比增长 !(,#*# 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收入增幅创 !##)年以来新
高# 增幅在全国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
第一$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 &"!!年
全省经济形势分析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从绝对量现状来看#去年我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在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 !(位# 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元#差距较上一年缩小$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有关负责
人介绍# 去年我省城镇居民收入实现增
长#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惠及民生和%强
岛富民&政策的效果显现$

一是政策与就业共同发力# 共推工资
性收入快速增长$ 去年省及各市县政府继
续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津贴补贴和义务
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其中省级和海口市'琼

中县机关事业单位补发 &'个月增资额(城
镇居民就业人口增加# 家庭就业面提高至
'(,!!*#比 &"!"年上升 ",+$个百分点(企
业效益继续向好#职工工资水平提高$

二是全省各级政府继续提高机关事
业单位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或离退
休金标准#推动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 同
时#全省启动低收入家庭物价上涨补贴联
动机制#补贴标准有所提高$ 部分市县积
极实施惠民政策#为市民发放食品价格上
涨财政补贴$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我省城镇居民收入跃上新台阶$

从四大项收入贡献率来看#工资性收
入继续成为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随后依
次是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净收入'财产
性收入$ 四大项收入均呈两位数增长态
势#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 元#同比
增长 !(,+*#对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六成# 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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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
报记者今天从省政府召开的 &"!!年全省
经济形势分析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去年#

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同比
增长 &&,&*#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增
幅创 !##+年以来新高# 增幅居全国第 '

位$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总队长张
枝林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绝对量现状
来看# 去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元# 在全国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
第 !#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元#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我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去年我省农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省
委'省政府全面启动农民增收计划#进一
步加大支农惠农力度#市县经济和农村经
济多元化发展# 主要农产品量价齐升#收
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带动农民收入快速增

长$

从农村居民在四大项收入贡献率来
看# 其中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居首# 全年
人均工资性收入达 &""+ 元 # 增长
+$,$*# 对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家庭经营纯收入 %$&( 元#增长
(,'*# 贡献率为 &&,)*( 转移性纯收入
'(#元#增长 '",!*#贡献率为 !!,(*(财
产性纯收入 !%) 元#增长 &+,#*#贡献率
为 &,'*$

从结构上看#我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
进一步优化$除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占纯收
入的比重有所降低外#其他三大项收入比
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工资性收入占纯
收入比重为 %!,!*# 同比提高 (,&个百分
点( 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为 +#,'*#同
比回落 $,!个百分点( 转移性纯收入占比
为 (,'*#同比提高 ",#个百分点(财产性
纯收入占比为 &,!*#同比提高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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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我省冬种瓜菜面
积连续多年保持增长# 今冬再创历史新高$

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省农业厅春耕
生产工作会议获悉#至今年 &月 &日#今冬
全省冬种瓜菜面积达到 &(%万亩$ 据分析#

坡地种植面积不断增加是主要原因$

虽然琼北部地区持续低温寡照#瓜菜产
量减少# 但全省瓜菜出岛每天仍然保持 !,+

万吨#超过往年同期水平$据分析#原因是今
冬瓜菜种植面积增加#目前采收瓜菜面积就
有 !)"多万亩$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统计# 至 &月 &日#

各市县共种植冬季瓜菜 &(%万亩#比去冬增
加 !"万多亩# 其中坡地种植面积大幅增长
达到 $#万亩$

据省农业厅种植业处负责人分析#我
省冬种瓜菜以前基本上是利用冬闲水田种
植#由于水田地势低#极易积水成涝#瓜菜
产量'质量都受到影响#特别是播种'移栽
期间一旦遭遇强降雨# 损失非常大$ 近几
年# 由于地膜覆盖和喷滴灌等技术的迅速

推广# 农民越来越多在坡地上种植冬季瓜
菜#不仅降低强降雨的影响#而且能够把收
获季节提前#从而赶上元旦'春节期间的好
行情$ 此外#去年国庆节前后#我省遭遇三
次热带气旋袭击#澄迈'临高'海口等市县
很多蕉园被毁后改种冬季瓜菜# 也增加了
今冬瓜菜种植面积$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长豆
角'青尖椒'四季豆'茄子'西瓜'哈密瓜'黄
瓜等每天销售 !""多车#其中 #"*都是海南
生产的$省农业厅驻北京农产品流通办事处
负责人说#今冬瓜菜上市以来#海南瓜菜在
北京新发地市场销量比往年大#在 !月份就
超过广东'广西两地#而且多数品种价格特
别好#春节之前价格同比翻番#春节之后价
格同比也高出 %"*以上$

据介绍#由于价格比较好#农民种植积
极性高涨#乐东'三亚'陵水等南部市县的农
民#采收完第一造黄瓜'长豆角'哈密瓜以后
又开始种植第二造#今冬瓜菜种植面积还将
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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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海南*让海南旅游环境更加纯净#用
我们的真心赢得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信心* & 今天上午#&$家在我省旅游行业创
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旅行社代表全
省旅行社#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向来自国内
外的游客郑重许下%0123 海南* 海南旅游
服务+双十,承诺&)将在今年创先争优提升
年活动中#共同打造海南品质旅游新品牌$

今天上午#来自海南椰晖旅行社'海南
豪阳国旅'海南民间旅行社'海南康泰国旅'

海南海之缘国旅'海南上航假期国旅'海南
特区国旅等 &$ 家旅行社代表齐聚美兰机
场# 他们不但带来了各自旅行社的宣传资
料#更为国内外游客带来了一份特别的%宣
传单&)%0123 海南#海南旅游服务+双十,

承诺&的倡议书$ 倡议书写道#%全省旅行社
将共同抵制欺客宰客行为#以真诚的服务赢
得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信心#让国内外
游客能够放心'开心游海南$ &

全省旅行社向广大游客做出的服务%双
十&承诺#包括旅行社接待服务工作%十必

须&#如要关心游客#尊老爱幼#视游客为亲
人(要为游客提供全程导游服务#关注游客
人身财产安全(善始善终#通过自身服务为
海南国际旅游岛赢得回头客等$旅行社接待
服务工作%十不准&#包括不准对游客不敬#

言语中伤(不准删改行程#违背契约(不准欺
诈游客#违背道义(不准诱导游客#违背真诚
等$

%改善海南的旅游环境#需要全体旅游
人共同去推动$ &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者#海
南椰晖旅行社总经理麦伟文说# 今天由 &$

家优秀旅行社代表全省旅行社向社会公开
承诺#就是要形成合力#携手抵制欺客宰客
行为#提升海南的旅游服务质量$

%0123#海南* &活动现场#省旅游协会
旅行社分会会长房新海带领广大旅行社同
仁一起向游客道上这句海南本土问候语$房
新海说# 国际旅游岛建设既需要与国际接
轨#更需要挖掘本土文化'习俗#让游客感受
一个原汁原味的海南$ 希望通过活动#打造
海南特色服务#把海南人的友好'热情传递
给游客$

T5,UVWXYZ 56Y[\]^0_`

;<=>?&@ABCDECF

-.xy

'

1

$

2b

!

+"DG HI

+"0JK &'(LMN OPQ

"春节一
过#昌江便组织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三警部
队及群众万余人#分赴全县各地#挥锄抡铲#

植树造林#为昌江大地再染一层新绿$ 昌江
林业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该县计划全年
植树造林 &万亩#种植各类树苗 &&"万株$

今天一早#走出家门的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碌镇香岭村村民高建忠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家门前的果树浇水$

今年 !月 !"日# 昌江文明办给香岭村
送来 &"""棵杨桃'龙眼等果树苗$为了保证
果树成活率#村里将果树的养护分配到户$

昌江县委书记何西庆表示# 该县将以
%绿化宝岛&行动为契机#从今年开始加大绿
化美化家园力度#通过免费果树下乡#营造
木棉景观带等一系列有效举措#打造一批环
境优美的文明生态村和旅游目的地#把昌江
建设成为游客乐游'百姓乐居的福地$

昌江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
以来#昌江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启动%果树

绿化'美观实在&新做法#下发了-文明生态
村果树绿化方案.# 并在全县 $个乡镇免费
发放菠萝蜜'龙眼'杨桃'黄皮'石榴'木瓜等
果树苗共计 !!万余株# 发动群众加强环境
卫生整治力度#清除村内'村外'房前屋后等
卫生死角#在庭院'村道'环村路'空地等种
植果树#以果树代替绿化树#改变文明生态
建设重硬化轻绿化的问题#力争用 %年至 +

年时间使全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实现瓜果
飘香#家园变果园的目标$

为了响应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昌
江继续加大绿化种植力度#在近期召开的县
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未来 +年昌江将开
展声势浩大的%绿化宝岛&大行动#建设美好
幸福家园$

按照规划# 昌江将采取有力措施#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巩固和提高现有林
地面积#加快防护林和经济林种植#+年内
造林 $万亩#投入资金 %亿元#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 )%*以上#城镇绿化覆盖率达 +$*

以上#城市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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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的海口世纪公园又
添几分新绿$省地税局和海口市地税局的
%""余名干部职工在这里种下了 !)"余棵
苗木#正式开启了全省地税系统%植树造
林'绿化宝岛&活动的序幕$全省地税机关
职工当天共种下树木 !,%万棵$

据悉#全省各市县地税局和直属稽查
局全面动员干部职工 %"""多人投入到这
个双休日的植树活动中#植树地点主要是
在当地的公园'学校'村庄'路边'河边'海
岸'荒山等地#绿化面积近 &""亩#投入经
费 !""多万元$

省地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植
树包括重阳木'坡垒'木麻黄'沉香'花梨'盆

架子等$东方市地税局在种植普通树种的同
时# 特别栽植并认养了 %"棵国家一级保护
濒危植物坡垒#以及 +""棵花梨树苗$

根据省地税局对此次活动的统一部
署#每位地税干部职工要植树 !"棵#力争
实现全系统今年植树 '万棵的目标#同时
要对所栽树木精心养护#确保成活$ 每个
基层局要联系挂钩一所中学' 一所小学#

在 &"!&年春季开学伊始# 组织地税干部
职工与中小学校的师生一道#在校园共同
开展栽树活动$

活动还要求#各级地税机关要领导带
头#亲自筹划'亲自部署'亲自参与(实行
任务到人'责任到人#确保植树的数量与
质量$

lmnopq (%%% 4

lfrsjt * 4u

-.3

!

+"TUV HI+"WXY

&'(Z[\

"五指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市
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 近日在城郊种
下了 +""多株乡土树种#正式启动该市%绿
化宝岛&行动$ 据了解#五指山市计划 +年
内投资 $"""余万元#造林绿化 &万亩$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五指
山市在今年 !月制订了 +年绿化规划$根
据规划#该市将以政府政策引导和资金投
入为主#整合各种造林绿化资金#以五指
山市范围内宜林地造林'%城区' 城边'村

边'路边'河边&造林绿化'生态经济林建
设为重点# 并对低质低效林进行改造'补
植$实施宜林地造林'低质低效林改造'城
市和乡村绿化'各级道路绿化'河流和水
库绿化'保障性苗圃建设等%六大工程&#

使全市林地林区林木生长质量良好$

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说#五指山市
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入到%绿化宝
岛&行动中#努力保持和提高森林覆盖率#

提高森林质量和效能#进一步培育发展生
态环境优势#推动五指山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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