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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今
天召开的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
认为!尽管当前我省经济运行存在一些困难
和问题!经济增速出现一定幅度回落!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但在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助推
下! 下半年全省工业经济有望加快恢复增
长"

据分析! 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
下! 海南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处于全国投资热点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投资和消费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经
济运行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随着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优化调整和一
系列促增长措施的出台!海南#十二五$规
划重大项目的加快实施和国际旅游岛政策
效应的持续发酵! 下半年我省经济有望出
现加速回升态势%

就工业经济而言! 当前我省工业投资

力度不减!下半年有望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全省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新材料'新能
源' 电子信息等行业将陆续形成新的增长
点&华盛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

等重大项目陆续竣工投产! 将为我省工业
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这些有利因素都将为
下半年我省工业经济加快恢复增长提供有
力支撑"

省工信厅负责人说!下半年全省工信系

统将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好投资!加快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手抓好协调服务!千方
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要政策措施得力!

全年工业经济增长目标仍有望实现%

此外! 针对当前企业生产运行比较困
难的形势! 我省将加强对重点企业的协调
和服务!重点帮助企业解决市场销售不畅'

流动资金不足'油气资源缺乏等实际困难!

全力保障生产要素供应!重点抓好电力'天
然气等生产要素保障工作!进一步挖掘增长
潜力%

省工信厅负责人透露! 我省近期将出台
生物制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政策!尽快培
育形成一批能够支撑绿色崛起的特色优势产
业!为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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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今
年以来!在工业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新兴产
业保持快速增长等有利形势下!全省工业经
济增长仍然表现乏力!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年
初预期目标 '()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有
三%

首先!我省工业基础差'总量小!抗风险
能力较弱!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受外部
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更为敏感% 今年前 *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增速同比回落了 .,.个百分点!而同
期我省工业增速回落了 +",/个百分点%

其次!受市场销售不畅'部分工业产品
价格下行' 国家药物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

汽车'造纸和医药等支柱产业前 *月产值分
别下降 +*,-)'+!,")'/,!)! 影响全省工业
总产值下降 !,*个百分点% 其中!华盛水泥'

海马汽车'海南矿业等企业受市场需求不足

影响!产值分别下降 +-,+)'++,!)'(,+)&金
海浆纸受纸及纸浆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产值
同比下降 +0,!)&而中海化学'中海建滔等
企业受上游气田设备停检影响!产值分别同
比下降 +0,")'++,()%

海马汽车相关负责人透露!在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上半年公司产销量
和各项经济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公司
已将年初的产销 +*万辆汽车下调为 +!万

辆!工业总产值也从原计划的 +"-亿元调整
为 1*亿元%

中海化学财务总监苏辉冠说!今年上半
年!公司旗下的富岛一'二期化肥装置和 0"

万吨甲醇分别计划检修各达 +个月左右!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产量%

第三! 在现有企业生产比较困难的情
况下!目前尚没有大的新项目投产!原计划
上半年竣工投产的 +- 个项目中只有 - 个
如期竣工!海南汉能'海南雨润肉联加工等
项目虽已竣工但还没有形成产能! 新的增
长点尚未形成! 因而导致全省工业经济增
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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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是我省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今年上半年!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
响!海南工业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开工率下降!

部分企业生产较为困难!运行滞后于预期% 另
一方面! 尽管我省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

但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不乏亮点存在%

经济结构加快优化调整!工业投资力度
持续加大!这两大亮点将为完成今年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奠定良好的基
础!有助于增添国际旅游岛发展后劲!增强
经济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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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岛屿型经济体!长期以来!我省经
济总量偏小'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
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不强%在当前国内外环
境错综复杂'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
下!要解决海南发展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有的产业腿过短的问
题!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提高海南经济的稳

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 我省以新型工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攻方向!出台
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 努力提升二产规模和质
量!成效渐显% 在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
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明显的情况下!海南
经济发展质量显著上升!其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功不可没%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经济结构调整
步伐加快% 今年前 *月!我省电子信息及电
气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保持快
速增长势头! 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1(,1)'

!*,-)! 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分
别达 *+,!)'/!,!)%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我省电
子信息及电气制造业的代表!上半年公司完
成工业总产值约 *,.亿元!同比增长 !1)!实
现销售收入约 !,*亿元!同比增长 !+)%

海南英利是英利集团重要产业基地之
一!亦是海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龙头% 海南
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监赵亚楠说!受欧美
国家光伏发电政策变化的影响!今年公司面
临的生产经营压力较大! 但是公司积极应
对!生产经营较为正常%

赵亚楠说! 预计海南英利年内将形成
**"2(""兆瓦产能!明年产能释放能力将达
0""3144兆瓦!(十二五$期间!海南英利计
划投资 /44亿元%

依托英利'中航特玻'威特等重点工业
企业!我省力争到(十二五$期末!新兴产业
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达到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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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投资和项目结构就是明天的经
济结构!昨天的投资水平和项目水平就是明
天的经济发展水平!昨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
产出和经济实力的体现%我省正处在加快发
展的起步阶段!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中

央稳中求进总基调在海南的具体体现%我省
仍处在投资主导发展阶段!扩大有效投资是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副省长李国梁指出!长期以来!海南经
济总量小!工业短腿现象突出!在过去!每逢
大项目投产! 海南工业经济就会上新台阶!

金光浆纸厂'海南炼化'大化肥等大项目皆
是如此! 今年海南工业经济增长点较多!今
年工业经济的重中之重是抓好投产重点项
目!尽快形成产能和增量%

据介绍!今年前 *月!全省工业投资完
成 ++1,.亿元!同比增长 -1,!)!增速同比提
高 -+,(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提高 .*,-个百
分点!呈逐步加快增长势头%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政策效应持续
释放!海南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发展基础
不断加强!后发优势正逐步显现% 省工信
厅厅长丁尚清认为!预计下半年随着一批
重点项目陆续投产! 全省工业经济增速将
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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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但我省处于发展上升期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运行正朝着宏观调
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因此!要正确分析当
前形势!加大工作力度!提振信心%就如何
抓好下半年的工业经济!李国梁在会上提
出四点要求)首先!要下大力气抓新的经
济增长点!抓好竣工投产项目!使之尽快
形成产能和增量&其次!要做好保增长的

政策保障工作!通过政策调整!努力为企
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经营
环境&再次!抓好生产要素的保障%要抓好
煤'电'油'气特别是突出抓好天然气的供
应工作&最后!集中精力发挥一切优势!做
好大项目的前期工作!尤其要重点抓好百
万吨乙烯和炼油改扩建项目!力争在年底
前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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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
悉!上半年海南保障房建设开工 *,+*万套
*户+!开工率为 !0,/)!顺利实现阶段性
目标%

今年海南计划建设保障房 +4,(0万套
*户+! 其中新建城镇保障房 -,**万套!改
造农村危房 /,*万户! 改造水库移民危房
4,(.万户% 截至 (月底!全省保障房建设
用地已落实 !4/,(/ 公顷 ! 占计划的
1!,-.)% 已落实中央补助资金 *,1!亿元'

省级补助资金 0,1.亿元%全省保障房开工
*,+*万套*户+!占计划的 !0,/)% 其中城
镇保障房开工 .,(! 万套 ! 占计划的
!0,/)&改造农村危房 +,*4 万户!占计划
的 *1,1)& 改造水库移民危房 +*1户!占
计划的 /,*)& 今年上半年新增分配入住
+,0+万户!约 (,*-万群众受益% 从各地工
作进展情况和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
监督执法检查结果看!海南保障房建设可

以实现省政府要求 0月底前 *4!开工的
责任目标!同时!保障房工程质量安全总
体受控%

省住建厅厅长王志宏表示!下一步该
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如既往地与各市县和省直有关部门
加强密切配合!始终坚持把保障房建设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海南人民幸
福家园的重要举措!同时从五大方面全
力推进% 一是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按目标责任书要求确保
开工率% 二是加强现场巡查!强化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 三是指导市县适时调整
收入线和住房困难标准! 扩大保障面!

加强分配入住和后续管理% 四是继续加
强联合监督检查!防范和纠正违反保障
房政策的行为% 五是结合省人大保障房
立法!健全保障房建设'分配'管理等各
项制度!让保障房建设真正成为民心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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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随着各大院校的陆续放假
以及旅游流'探亲流的集中出行!连日来
海口火车站客流较平日有增加!随着学生
旅客的逐渐走高!暑运客流高峰将持续到
+/日左右%

暑运以来!海口火车站旅游度假'学
生往返客流剧增% 海口火车站售票大厅
的售票窗口全部开放! 但排队购票及取
票的旅客依然排着长队! 其中学生旅客
占据多数% 暑运以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
达到 !*44多人次% 从售票情况看!暑运
期间去往北京方向的 $/4/ 次列车车票

较为紧张%

为此!海口火车站温馨提示准备乘火
车出行的广大旅客5 由于受过海人数的限
制! 该站北京方向直达列车硬座票额有
限!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请选择在广州
站'湛江站中转!或者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此外!为保证学生优先购票!海口火车站
专设学生购票及取票窗口!以方便旅客出
行% 与此同时!该站推出#暑运送清凉$活
动!在服务台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

人丹等防暑降温药品! 在候车室 /!小时
为旅客供应开水! 全日开放降温设备!为
旅客提供全方位的清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