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前三季度海南经济运行

前三季度运行数据

其
中

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等
民生支出541.46亿元，增长 12.4%，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 70.6%

1 全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766.65亿元

其
中全省免税商品销售额31.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

2 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4.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3%

3 全省进出口总值 739.8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7%

4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2119.03亿元，同比增长 14.6%

其
中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974.92亿元，增长 19.7%

5 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53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8.2%

其
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58元，实际增长6.5%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95元，实际增长9.7%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前三季度海南宏观经济运行“成绩
单”今天揭晓。8.7%，这是1-9月份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

从一季度的 7.3%到“半年报”的
8.0%，再到“三季报”的8.7%，前三季度
海南经济呈V型增长，尽管幅度微小，
但包括GDP增速在内的一系列数字变
化的背后，折射出海南这艘经济大船在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大格局中，经
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折射出海南更注重经济运行质量效
益，更注重追求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发
展。

经济转型升级是新时
期重要任务

细看今年海南经济运行数据：开局
平稳，一季度开始提速，三季度GDP达
到8.7%的增速，在经济下行压力未见缓
解的形势下，实属来之不易。

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长7.4%，其中三季度增长7.3%，比二季
度回落0.2个百分点。

全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未见缓解，
此种压力也传导到海南身上。这一次，
海南再次顶住了，而且成功逆袭。

“中国经济已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
标志的‘新常态’，而处于欠发达状态的
海南还需加快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是新
时期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海南省
统计局局长、新闻发言人符国瑄说。

海南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产业结构
调整也在孕育新的突破。前三季度，第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5.9%，

比上年同期提升了0.3个百分点。
“海南正处在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

增长期。”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认
为，当前海南经济的某些领域处于下行
趋势，既与受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相
关，又与自身抵御风险的内生增长因素
紧密相关。下一步，海南需要在以产业
结构调整为重点，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
升级。

更追求经济运行“成色”

海南这个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既
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

“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

游胜地”。肩扛“双重目标”，其中压力可
想而知。

“稳中提速、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海南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
运行质量和效益。

“前三季度，海南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424.81亿元，增长18.2%，增幅大大高于
同期GDP增速。”省财政厅副厅长方光
荣说。

除却地方财政大幅增收，与百姓利
益息息相关的物价基本平稳。数据显
示，前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是在
1.7%—3.3%之间相对平稳运行。

尤为可圈可点的是，前三季度全省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0.9%，扣除价格因素，基本跟GDP增
长同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从2010
年起连续几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
势，今年前三季度增幅居全国第5位。

“从政府到民间，这些都是真金白银
的增长，说明我们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
加注重追求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成色’和
质量。”符国瑄说，只要物价稳定，就业充
分，收入较快增长，生态保护显成效，经
济运行的“含金量”会越来越足。

向开放改革要新动力

平心而论，国际旅游岛建设已进入
第五个年头，尽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但因海南建省晚、发展起点
低等复杂原因，海南经济基础仍较为薄
弱，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不高。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地处南海之
滨的海南，如何才能觅得发展新动力？

“作为岛屿型经济体，建省办经济
特区26年以来，海南经历了由建省办
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两次飞
跃。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改革。海
南因开放改革而生，因开放改革而
兴。”夏锋说。

事实与经验已充分证明，今年以
来，正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沉着
应对，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各项举措，方使得海南经济
逆势而上。

在开放改革推动海南发展的进程
中，总有一串串数字和一个个事实，对开
放改革的成果做着最佳诠释。实现大转
型、大开放、大发展的新格局，关键还得
靠改革。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从“三季报”看海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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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曾德立）省政府今天召开的
前三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透露，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453.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增
速比上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三
季度增长10.0%，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
于全国。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省
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沉着应对，牢牢把
握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举措，海南
经济逆势而上，呈现稳中提速、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值
592.16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

值684.73亿元，增长12.5%；第三产业
增加值1176.61亿元，增长8.4%。按地
区分，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4%，中
部 地 区 增 长 7.1% ，西 部 地 区 增 长
11.9%。

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在主要经济指标中，前三季
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1.3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收
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 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算
外贸出口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个
百分点。

此外，农业生产增速减缓，工业增
速明显加快，服务业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投资需求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市场

销售较旺，外贸出口明显加快。前三季
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4.6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城乡居民
收入继续增加，民生状况不断改善。前
三季度，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

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时祥说，综观
各个方面，我省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下一阶段，全省上下将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一天也不耽
误的精神，盯紧目标，抓住重点，狠抓
落实，奋力冲刺，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
高质量更高速度的增长，为明年经济
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前三季度海南地区生产总值2453.50亿元，同比增长8.7%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杨维善 彭桂洁）新鲜出
炉的前三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数据显
示，1-9月海南农村居民收入实现
12.9%的增长，增幅居全国第5位；实
际增幅为9.7%，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长，也快于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总队长
刘恒说，近年来，得益于经济持续较快
发展，特别是政府对民生的重视和投
入，海南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特
别是农村居民收入自2010年以来，连
续几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以下三
个原因：

一是农村居民务工增加，打工收入
增长快。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
型升级，本地务工机会增加，务工人数
稳步增加，加之工资标准有所增长，劳
务收入明显增加。据调查，我省外出从
业人员人均月收入2114元，同比增长
16.1%。反映到农民收入上，前三季度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8.5%，
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49.8%，
贡献率将近一半。

二是多项政策性因素推动转移净
收入快速增长。首先，社会保障标准提
高。今年国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或离退休金收入10%。加上社保政
策不断完善，包括物价补贴、低保标准、
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农村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标准等多项补贴标准都有所提高。
其次，惠农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再次，社
会救济增强。调查显示，前三季度我省
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长27.7%，对农
村居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8.1%。其中，
来自“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社会救济和
补助”和“从政府得到的实物产品和服
务”分别增长21.7%、45.3%和56.5%。

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经
营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以来，我省蔬
菜价格整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主要
水果价格也呈现普遍上涨之势，相关
种植户收入明显增加。此外，今年三
季度家禽的价格和产量同比均呈现
恢复性增长，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农业
和牧业收入稳步增长。

“尽管前三季度我省农民收入保
持较快增长，但从影响因素来看，当前
我省农村居民增收形势有喜有忧。”刘
恒说，喜的是农村居民务工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增长较快，且随着区域经济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较好的收
入期待，不少企业反映招工难，也说明
了务工机会的增多。忧的是农业经营
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中部市县农村
居民对橡胶产业依赖性较强，但由于
橡胶价格持续低迷，使农民尤其是中
部市县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此外，今年的恶劣气候对我省水
产养殖、畜禽养殖和农业生产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需要想方设法使受灾户
恢复生产，减少自然灾害对我省农民
增收的影响。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
小璠）记者今天从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近期组织相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为期
半个月的打击走私联合检查行动，并取得显著成
果，查封查扣了一批违法违规冻品、食品、药品、卷
烟和毒品等。

今年以来，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
公室认真贯彻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

“绿风”行动和打击冻品、农产品走私专项行动，并
组织省农业厅、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省公安边防总队和省海警总队筹备组等单位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全省沿海12个市县的反走私综合
治理工作进行检查。

行动期间，联合检查组依法查扣违规冻品
130多吨、走私卷烟2853条、走私雪茄3397支、
走私食品339公斤、违规产品174公斤，没收冻肉
7691公斤、红酒56瓶、橄榄油2瓶、巧克力2箱、
茶叶98盒，查获违规入岛山羊533只，查获走私
冰毒7000克、大麻5820克、海洛因370克、可卡
因5克；查办刑事案件4宗、行政案件32宗，案值约
2.56亿元，涉税177.28万元，查处走私食品经营案
7宗、违规食品药品案件17宗、违法卷烟案件301
起、违规船只8艘次，罚款约60多万元，严厉打击
了走私贩私违法犯罪活动，营造了打击走私良好
氛围，震慑了走私犯罪分子，有效遏制了走私贩私
行为。

我省严厉打击走私贩私

查封查扣一批
违法违规冻品食品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彭青林）打开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的电子商务网站，蜂
蜜和其它绿色农副产品让人垂涎欲滴。该网站是
省外侨办今年联合天涯社区共同帮助吊罗山乡建
立的，目前已进入试运营，力图通过网络把偏僻的
山乡和世界联系起来，让丰富的土特产走出大山。

记者今天从省外侨办获悉，该办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扶贫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对
扶贫对口联系点——琼中县吊罗山乡太平村委会
进行精准扶贫，从农民需求出发，帮助他们开拓视
野、改变观念、提升技术、发展产业，取得较大成效。

为了帮助当地农民打开视野，转变观念，省外
侨办利用外专渠道资助吊罗山乡基层干部赴德国
考察学习，谋划如何加快发展吊罗山乡的特色产
业。同时，联合天涯社区，资助吊罗山乡建立自己
的门户网站和电商网站，开设了外界了解吊罗山
美丽的风光、丰富的资源和特色农副产品的窗
口。还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动员社会力
量捐资助学，解决当地贫困子女继续就学的困难。

产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省外侨办先后为
490名村民开展3期教育培训，使参加培训的人
员开拓视野，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其自我发
展能力。

省外侨办精准扶贫见成效

山乡特产网上卖
走出大山谋发展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
小璠 通讯员张恒）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公布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达
标口岸名单，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海口港、三亚港、洋浦港和八所港等我省6个
口岸名列其中，这意味着我省除清澜港外的所有
对外开放口岸达到世卫组织口岸核心能力要求。

自2009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口岸核心能
力建设方案以来，海南检验检疫局把加强口岸核
心能力建设列入重点工作，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
和各市县大力支持下，主动协调各部门和口岸运
营单位，合力推进口岸核心能力建设。通过不懈
努力，我省6个对外开放口岸顺利通过世卫组织
口岸核心能力建设达标考核，口岸沟通协调核心
能力得到加强、卫生检疫常规核心能力得到提升、
口岸应急处置核心能力得到巩固、基础设施建设
得到改善、人才队伍专业素质得到提升。

我省6口岸成世卫组织
核心能力达标口岸

本报营根10月23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
王首伟 梁亚吉）10月22日，海南省红岭水利枢
纽工程通过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基本具备下
闸蓄水条件。

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红岭水利枢纽工程基
本满足初期蓄水要求；征地移民搬迁和库底清理
已完成并通过验收；有关观测仪器设备已安装并
取得初始值；蓄水后未完工程建设计划和措施已
落实；蓄水安全鉴定报告已提交；蓄水计划和导流
洞封堵方案已编制完成；工程已基本具备初期下
闸蓄水条件。

红岭工程作为国电集团与海南省政府合作的
首个重点民生工程，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备受海南
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关注，该工程建成后，
可有效调蓄大边河径流和控制上游洪水，为文昌
市、琼海市、定安县、屯昌县部分城镇工业、生活用
水和农村饮水以及将在文昌市建设的中国第四大
航天发射场提供水源保障，解决流域区内饮水不
安全人口31.97万人；新增灌溉面积74.76万亩；
结合城镇堤防建设，可将博鳌镇、琼海市防洪标准
由现在的20年一遇提高到30年一遇；还可以充
分开发水能资源，为海南电网提供年平均1.05亿
千瓦时的清洁能源。

红岭水利枢纽工程通过
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

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跑赢GDP
前三季度实现12.9%的增

长，增幅居全国第5

第一产业增加值592.16亿元 增长4.5%
第二产业增加值684.73亿元 增长 12.5%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76.61亿元 增长8.4%

东部地区增长6.4% 中部地区增长 7.1% 西部地区增长 11.9%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三次产业分

按地区分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个百分点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以人民币计算外贸出口总值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个百分点

本版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2014海南金融
博览会（以下简称金博会）招商推介会
上获悉，金融博览会将于11月14日至
16日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本次金融博览会将是政府支持力
度最大、参与金融机构最多、理财产品
最全、媒体推广强度最大、市民关注度
最高的一次金融盛会，预计将吸引约5
万人次到会展中心前去参观。

“金博会是宣传金融知识的一个极
佳平台，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推动金
融知识向大众普及的宗旨。”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海口会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金融业已成为海口市的
支柱产业之一，金博会的举办将形成以
展带动金融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同时也
能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海口。

“海报集团举办金博会则是一种责

任，集团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新闻报道
和广泛有效媒体宣传的优势，举集团之
力，全面参与宣传报道金博会的筹备工
作，让金博会成为展示海南省金融资源
的大舞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据本次金融博览会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工
作进展顺利，部分金融机构确定及预定
展位。本次金博会展览规模预计将达
到1.4万平方米，展馆主要设置银行展
区、小额信贷担保展区、证券保险展区、
综合金融服务展区、收藏品展区等。

另外，本次金博会除了汇集各金

融机构金融成果、经营理念与金融服
务、金融创新产品综合展览展示外，
组委会还将筹备举办海南金融发展
论坛、海南金融创新成果展、金融理
财产品推介会、鉴宝晒宝等多项主题
活动，以丰富金博会内涵，提升金博
会影响力。

据悉，2014金融博览会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海口市会展局共同主办，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和海口九愚
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省担保行业协会、
小额信贷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省拍卖
行业协会协办。

2014海南金融博览会11月14日—16日举行

招商工作全面启动

10月 23日，施工中的省
重点项目工程海口海秀快速路
工地。

两次台风过后，海秀快速
路施工单位克服困难，加快施
工进度，目前第二标段完成桩
基700多个，超过全部桩基数
量的一半。据悉，海秀快速路
自2012年年底开工以来，至
今围挡施工8.4公里，包括创
业路至海垦路段7.4公里，长
彤路以西1公里。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海秀快速路
抓紧施工
二标段桩基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