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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奋力
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全面实施区域发
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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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在上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
仍保持较快增长!呈现增长较快"效益较好"

价格趋稳"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实现了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BC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初步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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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产业增加值 /#0'&%亿元!增
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 ##0#'.0亿元!增
长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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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0&'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四千美元大关!

跨入了世界中上等收入地区的行列' !%##

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 !-/(/元!按现行汇
率计算为 00!(美元!登上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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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各项重点
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年!全省全口径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0亿元! 比上年增长
1%'&)'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

亿元!增长 !&'&)!增速比全国财政收入增
长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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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0'/)' 其中! 教育支出 #!0'%亿
元!比上年增长 !.'-)$医疗卫生支出 0('&1

亿元! 增长 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增长 !-'0)$ 农林水事务支出
#%0'!/亿元!增长 !#'-)$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1 亿元! 增长 0.'%)$ 环保支出
!1'1. 亿元! 增长 &-'&)$ 交通运输支出
&1'1/亿元!增长 #'#倍等'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 结构性特征明显'

!%##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2,3)比上年上
涨 .'$)'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主
要因素'其中!食品上涨 $1'1)!居八大类价
格之首$其次是居住价格上涨 0'()'商品零
售价格上涨 &'0)!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上涨 .'0)'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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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 .'$

食品 $1'1

烟酒 "'-

衣着 "'(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0

医疗保健与个人用品 $'.

交通和通讯 $'/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

居住 0'(

Q%FR

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 年!全
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 元!

比上年增长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00. 元!

比上年增长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1'0)' 其中! 工资性收入增长 &-'-)!

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增长 /'0)' 全年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 1&01"元!比上年增长 $0'!)'

城乡居民个人存款 $-(-'/! 亿元! 增长
$1'")' 居民消费支出较快增长!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1 元!比上年增长 $&'/)$农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 0$!.元!增长 $('/)' 城镇居
民人均现住房建筑总面积 !('0- 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平方米$ 农村居民人均住
房面积 !0'!!平方米'

教育事业取得新成就' !"$$年!大力发
展学前教育!实施了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切实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快乐
成长$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全省新建
教育扶贫(移民)学校 -所!学生在学校就读
期间除了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外!由
省"市县财政共同负担学生的生活补助和交
通费$继续全力提高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
平!对在中职就读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教育的基础上!有
(个市县实现全部农村户籍中职免费教育$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教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全年普通高校
(含成人教育) 招生 &'0( 万人! 在校学生
$-'".万人$中职(含技工)招生 .'&0 万人!

比上年增长 &'$)! 在校学生 $/'$&万人!比
上年增长 ('$)$普通高中招生 .'".万人!增
长 -'$)!在校学生 $.'-& 万人!增长 &'")$

普通初中招生 $!'&&万人! 在校学生 1('!0

万人!初中毛入学率 (('$)$普通小学招生
$!'0"万人!在校学生 /.'&.万人!小学净入
学率达 (('&)'

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年!各
项社会保障工作全面推进!先后出台了多项
政策!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省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增加 $(-元!增幅创历年新高' 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金全面发放!." 岁以上城镇居
民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1"元!比国家提前
$年实现全覆盖' 加大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
难群体的就业工作力度!连续 &年实现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年末全省城镇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含离退休人员)$(('0/万人!比
上年末增长 $"'1)$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1&$

万人!增长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

万人!增长 -'&)$参加生育保险 (('-万人!

增长 /'-)$ 参加失业保险 $!&万人! 增长
('0)'

社会救助继续得到加强'年末全省城镇
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个$抚恤"补助各类优
抚对象 !'&!万人$ 年末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万人!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 !0'0 万人! 农村五保户供养人数
1'&0万人' 全年实施城乡医疗救助 $/'.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 $'.倍' 其中!城市医疗救
助 &'$万人次! 增长 .0'&)$ 农村医疗救助
$!'& 万人次! 增长 !'1 倍$ 全年救助灾民
-/'&万人次! 投入救灾救济资金 $'(亿元'

为各类困难群体和大中专学生发放物价补
贴 $'-亿元' 全省共销售福利彩票 $$'--亿
元!比上年增长 0$'0)$筹集社会福利彩票
公益金 !'(0亿元!增长 0"'/)'

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超额完成全年任
务' !"$$年!全省城镇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万套!占计划的 $!$'!)' 其中!竣工
0'-&万套!占计划的 $$('$)'全年开工建设
面积 (""'"$ 万平方米! 占计划总面积的
$0"'&)' 其中!竣工面积 1-0'..万平方米!

占计划的 $&&'()' 农村危房改造开工 0'$0

万套"开工面积 !(('1!万平方米!分别完成
计划的 $"1'.)和 $!&'")' 其中!竣工 1'.0

万套"竣工面积 !.0'&-万平方米!分别完成
计划的 ($'")和 $$"'&)'

劳动就业情况良好' !"$$年!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 ('&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1)!下降 $'!/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
移 ('!万人!增长 !'!)' 劳动就业规模继续
扩大' 年末全省从业人员 0&"'.0万人!比上
年末增长 !'&)'其中!城镇从业人员 $.$'&-

万人!增长 0'!)'

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新发展' !"$$年!村
村有卫生室目标全面实现!解放军总医院海
南分院"海医附院医疗综合大楼等医疗设施
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区域医疗中心"省眼耳
鼻喉专科医院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年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比上年
提高 $'!个百分点'全年改造乡镇卫生院 $!

个'年末全省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0(!!个!比
上年增长 &'$)'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个!妇幼保健机构 !0个!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0个'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个$ 农村乡
(镇) 卫生院 1"/个' 全省共有医院病床位
!'//万张! 增长 .'/)' 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万人!其中执业医师 $'$1万人"执业助
理医师 "'1!万人"注册护士 $'&&万人"药剂
人员 "'!万人"检验人员 "'$.万人'报告甲"

乙类传染病发病人数 !'0.万例! 比上年增
长 -'-)$报告死亡 $!& 人!下降 $0'0)$报
告传染病发病率十万分之 !-1'&&!死亡率十
万分之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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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平稳较快发展' !"$$年!全省
农业完成增加值 .&('$&亿元! 比上年增长
.'!)'分产业看!渔业完成增加值 $&!'!!亿
元!比上年增长 /'")'大力发展深水网箱养
殖!新增投放深水网箱达 $!"(口!进一步扩
大了养殖空间!提高了集约化水平' 海南已
成为亚洲最大的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

水产品总产量 $&('!1 万吨! 比上年增长
.'&)'林业完成增加值 $$$'/&亿元!比上年
增长 /'")' 干胶产量 1/'!1 万吨! 增长
/'&)'种植业完成增加值 !.$'/!亿元!比上
年增长 &'/)' 瓜菜产量 0.('".万吨! 增长
.'")$水果产量 0"!'-&万吨!增长 /'0)' 南
繁育种业和花卉业"桑蚕业"竹笋产业等特
色绿色种植业不断发展壮大'畜牧业完成增
加值 $$-'!-亿元!增长 &'")' 屯昌黑猪"澄
迈福牛等特色高效畜牧业迅速发展'肉类总
产量 /$'/&万吨!增长 0'-)'热带优质%无规
定动物疫病示范区& 农产品打出了品牌!外
向型农业快速发展' 全年农产品出口总值
&'/"亿美元!增长 !!'&)' 海南农产品已销
往全国 $/"多个城市"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省出岛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有 &"个!全
年瓜果菜出岛 &/"万吨!比上年增长 &'&)$

生猪出岛量突破 !""万头! 达到 !"1万头!

增长 $.'-)'

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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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万吨 $--'"0 0'!

糖蔗 万吨 1./'0& $'!

油料 万吨 $"'1$ -'/

瓜菜 万吨 0.('". .'"

水果 万吨 0"!'-& /'0

其中4香蕉 万吨 $-('&1 $"'"

菠萝 万吨 1$'/! .'/

芒果 万吨 1('/( /'&

橡胶干胶 万吨 1/'!1 /'&

椰子 亿个 !'1$ 5%'#

胡椒 万吨 1'.& #'0

槟榔 万吨 #/'0/ #0'(

肉类总产量 万吨 /#'/& 0'-

其中4猪牛羊肉 万吨 0&'-! !'-

禽肉 万吨 !1'/0 ('&

禽蛋产量 万吨 1'1! 6&'#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1 .'&

其中*海水 万吨 #!0'%1 &'!

淡水 万吨 1&'!% ##'0

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年末农业
机械总动力 01%'%!万千瓦!增长 !'%7!其中
排灌机械动力 ($'&%万千瓦!增长 $'$)' 大
中型拖拉机 $.(%. 台!增长 !-'%)$小型拖
拉机 &--$&台!增长 $1'%)$农用载重汽车
.%&$辆!增长 !!'%)' 新建大型沼气工程超
过 1%处! 瓜果菜预冷库新增库容超过 &万
吨' 化肥施用量(折纯量)0-'10万吨!增长
0'$)'全年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时!增长
$-'-)' 现有农田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

万公顷!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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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 !%$$ 年!全
省工业完成增加值 0/&'%0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1/'(0亿元!增长 $0'%)' 分轻重工业看!

轻工业增加值 $%%'0( 亿元! 增长 $%'&)$

重工业增加值 11/'0& 亿元! 增长 $&'!)'

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企业增长 $0'!)!集
体企业增长 1!'/)! 股份合作企业下降
$/'!)!股份制企业增长 $('$)!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 其他经济类型
工业增长 !$'1)' 工业产品产销衔接良
好!产销率达 (/'.)'

全年产值超过 $% 亿元的规模以上重
点行业中! 石油加工业产值 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产值 $$-'-- 亿元!增长 !!'1)$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产值 $$1'.( 亿元! 增长
$0'$)$造纸及纸制品业产值 -!'&& 亿元!

增长 !%'1)$ 非金属矿制品业产值 -%'(.

亿元!增长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产值 -%'%. 亿元!增长 !$'$)$医药
制造业产值 /&'/& 亿元!增长 1'()$金属
制品业产值 !1'$1 亿元!增长 !!'1)$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值 1$'&% 亿元! 增长
0('1)$食品制造业产值 !/'&- 亿元!增长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产值 $('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倍$ 烟草制品业产值 $1'.1 亿元! 增长
!%'()'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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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 亿度 $.('%/ $1'&

铁矿石(原矿) 万吨 &/('&$ $-'0

原油加工 万吨 ($&'$$ .'-

水泥 万吨 $&%-'0/ !$'!

人造板 万 81 !('/& !0'1

汽车 万辆 $&'!% $$'-

精甲醇 万吨 $0!'-. $'1倍
化学纤维 万吨 &'0- ! ! ! ! -'0

配混合饲料 万吨 $1('0& $!'$

成品糖 万吨 !0'(- 6$.'-

原盐 万吨 /'&1 ! ! ! ! 61$'-

卷烟 亿支 (&'%% -'.

罐头 万吨 !1'$( $0'%

软饮料 万吨 0!'$$ -'!

饮料酒 万吨 $&'(/ 6$&'&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 $'!倍
氮肥 万吨 ./'$! %'-

合成纤维聚合物 万吨 !&'/$ 61'.

天然原油 万吨 $('.. 6$'&

天然气 亿立方米 $'(& ! ! ! ! .'!

纸浆 万吨 $!1'.( $'/

液化石油气 万吨 &('(- ('1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良好'全年列入统
计监测的 1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
效益指数 1.!'0)!比上年提高 1%'( 个百
分点$ 实现利润总额 $!1'/. 亿元! 增长
/'$)'

建筑业快速发展' !%$$年全省建筑业
完成增加值 !1('0.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 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单位 $&$

个!从业人员 ('1/万人$全年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 !.(1'!(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0)$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0.万平方米! 增长
$&'/)' 本省资质内建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上缴税金
.'--亿元!增长 !$'/)'

l!mnoWpoqrsWtu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年!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0$亿元!比上年增
长 1.'!)'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增长 1&'-)$农村非农户投资 !('/%亿
元!增长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亿元!比上年增长 $('0)$第二产业投
资 1%0'/-亿元!增长 /1'/)$第三产业投资
$!(&'%1亿元!增长 !('-)'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良好' 全年 $..个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占投资总额的 0/'-)' 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竣工投入使用!$.% 万吨造纸项
目"合瑞制药厂项目"英利多晶硅太阳能电
池二期"!%% 万头生猪肉联加工项目等项
目已竣工投产!海棠湾万达康莱德酒店"希
尔顿逸林酒店" 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等 .

家五星级酒店已建成营业! 三亚西部供水
工程"西南中沙渔业补给基地一期工程"解
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琼州学院三亚校区
等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海口6屯昌高速公
路"大广坝二期"昌江核电"中海油精细化
工一期"东方电厂二期"海南生态软件园"

海口千禧酒店等一大批续建重点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红岭水库枢纽"陵水海洋主题公
园" 中国石化海南成品油保税库等项目开
工建设'

区域投资发生新变化!中部投资明显
加强' 中部地区投资 $%-'$$ 亿元! 增长
/!'()$西部地区投资 1/.'$& 亿元!增长
0&'()$东部地区投资 $$!/'$& 亿元!增长
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全年房
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1'%&亿元! 比上年增
长 0$'/)!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0$'$)' 其
中!商品住宅投资 &/0'!/亿元!增长 1/'/)$

办公楼投资 $.'-!亿元!增长 $'&倍$商业营
业用房投资 1%'.!亿元!增长 0.'&)$其他投
资 0$'11亿元!增长 /-'0)'全年房屋施工面
积 1.&('--万平方米!增长 1&'.)$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增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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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保持旺销势头' !%$$ 年!在
离境退税"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家电下乡"

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优惠政
策继续实行!以及商务"旅游"会展"假日
经济" 婚庆宴等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

市场销售热点此消彼长!呈现一路飘红态
势' 全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 按经营
地分 ! 城镇零售额 ../'// 亿元 ! 增长
$-'-) $ 乡村零售额 /1'1. 亿元 ! 增长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额 .1%'.-

亿元!增长 $-'$)$餐饮收入 $$%'0& 亿元!

增长 !1'!)'

热点商品增势强劲' !%$$年!在限额以
上企业商品零售中! 化妆品类零售额增长
$'(倍!日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倍!金银珠
宝类零售额增长 /0'$) ! 粮油类增长
&%'!)!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增长 0('$)!通
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0%'%)! 服装类增长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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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保持较快发展!旅游过夜人数
突破 1%%%万人次' !%$$年!全省接待旅游
过夜人数突破 1%%% 万人次!达到 1%%$'1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 其中!接待国
内旅游者 !($('-- 万人次!增长 $&'-)$接
待入境旅游者 -$'0. 万人次!增长 !!'-)'

全年旅游总收入 1!0'%0亿元!比上年增长
!&'-)'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0/亿元!

增长 !/'$)$入境旅游收入 !0'&/ 亿元!增
长 $$'.) ' 全年旅游饭店客房开房率
.!'0)!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年末全省
共有挂牌星级宾馆 !%( 家!其中五星级宾
馆 !! 家!四星级宾馆 &0 家!三星级宾馆
$%1家'

交通运输邮电业快速增长' !%$$年!全
省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电业实现增加值
$!!'$0亿元!比上年增长 !!'$)' 全年新辟
!(条国际国内空中航线"$%条海上航线以
及海口至成都铁路客运线'海口美兰与三亚
凤凰机场旅客吞吐量均冲破 $%%%万人次大
关!一举实现历史性跨越!海南从此迈入航
空大省行列$东环高铁形成的%同城效应&!

大大提升了客流量'

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和旅客周转量"

港口吞吐量及其增长速度见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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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1-& 1-'(

铁 路 亿吨公里 $!'$0 !.'$

公 路 亿吨公里 (/'.$ /'&

水 运 亿吨公里 $!.('!0 0!'&

民 航 亿吨公里 .'$( $%'/

二"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0/!'-( $!'(

铁 路 亿人公里 !&'%& 0'1倍
公 路 亿人公里 $0.'(! 6!'$

水 运 亿人公里 1'%( $!'-

民 航 亿人公里 !(/'-1 $1'(

三"港口吞吐量
货物吞吐量 万吨 (&%%'01 $1'!

其中4出港货物 万吨 0%1.'(! $$'1

旅客吞吐量 万人 1$0-'1! $1'0

其中4离港旅客 万人 $&/-'11 $1'1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比上年
增长 $$'&)' 其中! 电信业务总量 -.'..亿
元!增长 $('.)$邮政业务总量 &'!.亿元!增
长 $!'&)'年末全省固定电话用户 $/0'(/万
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0 万户!农村
电话用户 &!'!1 万户'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0万户!增长 $1'%)' 年末拥有互联网
用户 .$-'$$万户!增长 !!'1)' 固定电话普
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1.)' 已
通电话的行政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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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较快发展' !%$$年!新增 1家村
镇银行"/家小额贷款公司! 农垦集团财务
公司开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投入运营$

太平人寿"泰康人寿和中国人寿财险分支机
构落户海南$海口农商行挂牌成立' 年末全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0&%0'&0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
贷款余额 1$(0'&(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 其中!短期贷款 0&1'&( 亿元!增长
$!'%)$ 中长期贷款 !&./'1! 亿元! 增长
!/'$)$票据融资 .0'%- 亿元!增长 .0'%)'

金融机构效益较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
额 .$($'(!亿元!比上年增长 $1'!)$利润总
额 ./'1! 亿元! 增长 $%'%)$ 不良贷款率
$'0)!下降 %'.个百分点'

证券业平稳发展' 全年通过发行"配售
股票共筹集资金 -$'(%亿元$年末境内上市
公司由上年末的 !1家增加到 !&家!股票市
价总值 $!!-'%$亿元!比上年下降 $-'0)$证
券和期货交易总额 1.-0-'%&亿元! 比上年
增长 !/'0)'

保险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原保险保费收
入 &1'/&亿元!增长 !$'0)' 其中!财产险业
务收入 !$'/-亿元!增长 !!'%)$人身险业务
收入 1$'(/亿元!增长 !$'%)'在人身险业务
收入中!寿险收入 !-'1/亿元!增长 !%'1)$

健康险收入 !'!!亿元!增长 !.'!)$人身意

外伤害险收入 $'1-亿元!增长 !.'0)' 全年
各项赔款和给付金额 $&'--亿元!比上年增
长 0%'0)' 其中! 财产险业务赔付 $%'0!亿
元!增长 &0'/)$人身险业务赔付 &'0.亿元!

增长 $('1)' 在人身险业务赔付中!寿险赔
付 0'/&亿元!增长 !%'%)$健康险赔付 %'&&

亿元! 增长 !1'0)$ 人身意外伤害险赔付
%'$.亿元!下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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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年!海
南对外开放的范围继续扩大" 领域不断拓
宽"层次进一步提高' 作为我国第四个综合
保税区!海口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成为海
南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又一重要基地$ 海南
离岛免税政策试点实施! 成为全球第四个
实施%离岛免税&的岛屿!标志着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岛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加强经
贸和招商活动!举办 !%$$海南(香港)经贸
旅游文化周"开展%央企海南行&"举行第 $0

届%冬交会&等$积极融入区域合作!组团参
加了第八届东盟博览会" 第七届泛珠合作
论坛等' 金砖五国峰会" 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 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等重大国际会议在
海南成功举行' 境外大财团"大企业来琼投
资日益增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

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
加强!政府"民间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友好往
来进一步活跃' 全年全省对外贸易进出口
总值 $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0)' 其
中!出口总值 !&'0! 亿美元!增长 .'1)$进
口总值 $%0'-$亿美元!增长 !0'0)' 在出口
总值中! 对香港出口 /'0$ 亿美元! 增长
!.'-)$ 对欧盟出口 0'.1 亿美元! 增长
($'-)$ 对美国出口 !'0! 亿美元! 增长
$%'%)$ 对日本出口 $'&$ 亿美元! 增长
!!'0)等' 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其中!外商
直接投资 $&'!1亿美元!增长 %'/)' 新签外
商投资项目 .! 宗! 协议合同外商投资额
/'1&亿美元!增长 -!'.)'

各项改革不断深化' 国务院批准成立
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并赋予其免税品特
许经营权!三亚"海口免税店开业' 海口农
商银行挂牌开业! 海南省第一家农村商业
银行成功改制' 神农大丰"海南瑞泽等 !家
企业在境内成功上市! 海南伟业控股在新
加坡成功挂牌上市' 省交通控股公司成立
运营' 中信银行海口分行"招商银行海口分
行获批筹建'低空空域改革试飞' %飞鱼&体
育彩票游戏成功上市' 省歌舞剧院"民族歌
舞团完成转企改制' 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
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进展顺利!基本完成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重点工作任务' 国
有林场林权改革全面铺开' 财税改革"国企
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等各类改革继续向纵
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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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事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科
技事业取得了新成就' !%$$年!全省新增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家!$/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家' 赛诺"立 "新世通
等 1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被评为国家创新型
企业' 加强农业科技 $$%建设!新建农业科
技服务站 $%个"服务点 $%%个'全省组织实
施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项" 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项" 国家 (/1计划
前期研究专项课题 !项"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项"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 1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 全年共申请专利
$0-%项!比上年增长 0&'!)$获得专利授权
/-0项!增长 ('-)'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公共文体服务设施
建设扎实推进!保亭"陵水"屯昌等一批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建成投入使用'%六大文化惠
民工程&进展顺利' 全省 !%0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已建成 !%!个!在建 !个$完成全省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任务! 全省 !!个
共享工程市县支中心"!%0 个乡镇和 !&&.

个行政村基层服务点全面投入使用'全省创
建基层文化活动基地 $$$个'全年共组织实
施首届海南迎新艺术节" 中国少儿合唱节"

第三届海南书香节"%万人红歌颂党&大型演
唱会等 &%项重大文体活动! 公益放映电影
&%%%余场"组织下基层演出 -%$场"送戏下
乡 &%$场"送书下乡 $.1万册' 年末全省共
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 !%个!文化艺术馆 !$

个!档案馆 1!个!公共图书馆 !%个'全省有
线电视用户达 -&'0- 万户! 比上年增长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
覆盖率分别达 (.'&)和 (&'0)'

文化精品生产结硕果' 重大理论文献
纪录片,琼崖纵队-第一部获全国优秀国产
纪录片奖$第二部,浴血琼崖-在中央电视
台播出' 电影故事片,孩子的声音-北京首
映"海南抗日题材 !-集电视剧,断喉弩-在
全国播出$,窗边的小豆豆-",下辈子做猫
吧- 等一批图书列入全国年度优秀畅销书
排行榜$组织出版了,琼崖风雷-",王文明
传-",咸来风云-等图书' 文化遗产保护取
得重大成效!制定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保护五年规划-等' 全省共有报社 $/

家! 出版报纸 !/-%1 万份! 比上年增长
10'$)$杂志社 01家!出版杂志 $$$.万册!

增长 $'!)'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年!全省运动
健儿在亚洲运动会比赛中获得金牌 $枚"铜
牌 !枚$在全国体育运动会比赛中!获得金
牌 $-枚!获得银牌 /枚!获得铜牌 -枚' 全
民体育健身活动蓬勃开展'成功举办了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
船赛"%金椰子&高尔夫球名人邀请赛"万宁
国际冲浪节" 世界沙排巡回赛等国际赛事!

成功举办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屯昌站"中
国龙舟公开赛等国内重大赛事!成功举办海
南省全民健身趣味体育运动会"%力加杯&海
南省排球联赛"第九届世界华人足球赛等省
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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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 进一步加强节
能减排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抑制 !%$$

年能耗过快上升调控方案-! 积极推动化
工"水泥等重点企业的工艺革新!加大节能
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强化节能技术改造'

加大对重点高耗能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监
测!及时掌握单位能耗动态信息!对能源消
耗异常情况提供预警! 引导企业加强节能
管理!控制能耗过快增长' 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淘汰了炼钢 -万吨"立窑水泥 /-万吨"

造纸 $'$ 万吨"/. 家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
等'全面启动绿色照明示范省建设'加大对
现有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监管! 开展污水
处理厂运营管理及配套管网建设督查' 加
强了对燃煤电厂的现场检查! 约谈省内水
泥生产重点企业!敦促其加强管理!保障脱
硫设施的稳定运行' 规范和强化排污许可
管理! 对已列入关停名录的落后产能生产
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 !%$$年!化学
需氧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减排目标内' 现
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1个!年末城镇污水
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 (!'-万立方米! 城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 /!'%)$新建成
!个城镇垃圾处理设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提高到 -.)'

环境保护和生态省建设取得新进展'继
续加强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
化治理"采空矿区生态恢复"海洋生态保护
等方面工作!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
国领先水平'!%$$年!造林合格面积 $'&1万
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万公顷!更新造林
%'&%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 .%'&)!比上年
提高 %'1个百分点'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提高 %'(个百分点' 年末全省有自然
保护区 &%个!其中国家级 (个!省级 !0个$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1'!0万公顷! 其中国
家级 $%'1.万公顷!省级 !.$'0.万公顷' 列
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种!列
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种$列
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0种!列入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00种'

文明生态村建设取得新成绩'新建文明
生态村 //&个!累计达到 $!!1.个$新建小
康环保示范村 !.个!累计达到 $$.个'

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级'

城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

所有监测城市(镇)的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
或优于居住区空气质量要求的国家二级标
准!有 (&'()的监测日环境空气质量符合国
家一级标准!达到自然保护"风景名胜区的
空气质量水平'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浓度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一级标准!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仅少数城市
9镇:部分监测日出现超国家一级标准!对空
气质量有轻微影响'

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状态'

全省 -('/)的监测河段"-1'1)的监测湖
库达到或优于可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源地的国家地表水!类标准! 南渡江"昌
化江" 万泉河三大河流水质保持优良态
势!大多数中小河流水质优良!个别湖库
和部分中小河流的局部河段水质轻度污
染 ;所有开展监测的城市 9镇 :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国家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要求'

海南岛近岸海域水质总体良好'海南岛
绝大部分近岸海域处于清洁状态!一"二类
海水占 --'()!(!'&)的监测海域水质符合
水环境管理目标的要求' 洋浦经济开发区"

东方工业园区和老城经济开发区三大重点
工业园区及 $(个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
水质为优!保持一"二类海水水质'西沙群岛
近岸海域水质为优!均为一类海水'

年末全省有环境监测站 !"个! 其中国
家一级站 $个!国家二级站 !个!国家三级
站 $/个$环境监测人员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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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亿元地区
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1人! 比上
年下降 $0'-)' 全年无重特大安全事故发
生'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起!比
上年下降 0'0)! 其中死亡 &.( 人! 下降
"'0)$ 直接经济损失 .01/'-0 万元! 增长
&('(&)'全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1.起!增
长 $&'0)$造成死亡 0/1人!增长 "'0)$直接
经济损失 &&0'0!万元!减少 !'-)'火灾事故
发生 /$" 起! 下降 1!'&)$ 直接经济损失
$0!0'!(万元!增长 $-'.)'

地质勘查取得新成果'全年新发现矿产
1/处!其中金属矿产 !!处!非金属矿产 $&

处' 地质勘查机械岩心钻探 $"'0$万米'

�S!¯�i9°R£

人口保持低速平稳增长!计划生育工作
取得新成绩'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
算 ! 全省人口出生率 $0'/!! !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年初预
期目标 ('!!以内' 年末常住人口 -//'1-万
人! 其中 "6$0岁"$&6.0岁和 .&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 "

/!'1.)"-'"-)' 全省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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