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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项目工
地上，一栋栋高楼正在“生根发芽”。随
着项目的启动，目前，地下三层的施工
建设正快速推进。“我们将不折不扣地
在4月前完成地下施工的任务。”东站
国际商业广场项目部生产经理李伟说，
项目加速跑，政府支持和服务是前提，
拼搏和实干是根本。

据悉，为及早谋划，主动作为，早在
2014年底，海口就梳理筛选了一批基
本成熟的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支柱产业发展等项目申报省重点项

目。省政府目标任务下达后，2015年
春节前夕，海口又召开了重点项目推进
工作动员大会，要求各责任单位、市直
部门领导班子深入项目现场一线走访
企业，了解项目情况，协助项目业主，结
合项目推进的实际情况，制定项目倒排
工期及投资计划，明确全年投资目标，
并将项目进度、投资计划分解到月，配
套预防滞后推进工作措施。

海口塔自去年下半年开工以来，项
目建设单位每天组织近200名工人，三
班倒进行日夜施工，目前正加紧进行基

坑支护土方工程施工；日月广场总建筑
面积约5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2亿元，
目前地下室主体结构完成，地上建筑完
成约85%；海口观澜湖、海口南海明珠
人工岛、海口丁村现代物流、海南国际
汽车园等项目都不断地加快推进建设
速度，投资超时序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为夯实项目推进基
础，海口市还创新实行了市区两级“双
六个一”责任模式，构建了指标层层分
解、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递、活力
层层激发的工作格局。

今年，海口市各区政府和开发区
管委会还将由以往仅负责重点项目
征地拆迁，变为全程参与项目选址
到竣工的每个环节，委派专人下沉
到项目一线研究制定工作措施，采
取一站式服务，点对点跟踪落实市
政府决策事项。同时，各区加大对
重点项目可能存在的维稳风险进行
排查和评估，做出预案和预警，及时
化解项目选址、征地拆迁及历史遗
留等焦点问题，保障推动重点项目的
源动力不减弱。

连续第四年获得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上台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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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01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海口
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省里的一系列工作部
署，主动履责担当，苦干实干快干，经济社会发展
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稳增长和抓“双
创”两促进、双丰收，确保了“十二五”圆满收官。
各项经济指标如下：地区生产总值1170亿元，增
长8.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千亿元大关，
增长2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1.5亿元，
增长10%。

日前，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省里宣读全
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考核结果及表彰决定，海
口市共揽奖七项，一是荣获“综合奖特等奖”、全省
唯一，二是重点项目上台阶奖、也是全省唯一，其
它还有招商签约项目优秀奖、棚改优秀奖、专项基
金项目优秀奖、信息基础设施优秀奖和项目储备
优秀奖。此外，海口还有10个单位、2家企业（全
省50家）被授予先进集体，23位同志（全省100
名）被授予先进个人。

海口部分重点项目及园区介绍

1、海南省肿瘤医院位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
为 2015 年省委、省政府为民为实事十大事项之
一，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开放床位1200张，年
门诊量可达 45 万人次，年收治病人可达 2 万例。
省肿瘤医院的建成结束了海南没有专科肿瘤医院
的历史，可以有效缓解全省人民群众看病难题，并
成为我省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载体和保障。

2、新海港是海南连接国家高铁网和内陆高
速公路网、辐射全岛的综合交通枢纽，它的开港，
对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完善全省“四方五
港”格局，打造环北部湾区域性航运枢纽和物流中
心，改善城市交通环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新海港区一期已建成10个1万吨级客货滚
装泊位，2015 年 11 月 27 日试运营以来，情况良
好。总投资24.5亿元的新海港二期工程建成后将
有17个万吨级客货滚装泊位、年通车300万辆次、
客运量2000万人次，辐射带动能力将极大增强。

3、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该项目
将新建飞行区等级指标为4F，新建一条长3600米
的跑道、2条平行滑行道及联络道系统；新建29.6
万平方米的T2航站楼、59个机位的各类站坪，总投
资144.68亿元。项目建设目标为2025年满足年旅
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

4、美安科技新城是海口申报自由贸易区和
综合地下管廊试点的重要基地。2013年4月封闭
运作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公司通过大
力拓宽资本市场，全力加快美安科技新城开发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一些区域已“路通、树
立、灯亮”，初步具备产业项目落户条件，靓丽新城
容貌初步展现。

盘点过去一年省市重点项目建设
的“战绩”，海口可谓硕果累累。然而，
成绩的背后，是一场场艰辛的“战役”和
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

海口市重点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5年，海口市针对重点项目多、
问题难、目标高、任务重的特点，分别于
4月7日和7月7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重点项目服务月”和“重点项目督查
月”的活动，解决了影响项目建设的各
种问题。有统计显示，活动期内，海口
累计召开重点项目现场会、专题会158
次，处理问题350件次；召开项目督办

会8次，全市重点项目并联审批会3次，
下发督查建议书和督办函102件；各责
任单位召开协调会125次，落实项目推
进事项375件次；各部门办理重点项目
联审联批84件，办结率85%，审批时间
压缩40%，协调解决项目用水、用电、规
划、用地、资金、行政审批等存在问题，

“确保‘出现问题、落实问题、督办问题’
的无缝对接，为重点项目建设清除了障
碍”。

百日大会战活动期间，大会战指挥
部办公室还制定严格的《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考核奖惩办法》，对动作不力、执

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问责处罚，必
要时向市委建议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
调整；每月16日和30日前，市政府督查
室会在报纸、电视台和政务微信群等平
台上，排名通报各区、各责任单位项目
推进情况，同时抄报市四套班子领导
阅；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与海口广播电视
台联合创办的电视直播问政栏目《亮
见》，曝光了部分重点项目中存在的不
作为、慢作为的行为，对省市重点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
为等问题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处理，
干部作风明显转变，有力推动了重点项

目建设。
数据显示，去年海口67个省重点

项目全年累计完成投资518.55亿元，
占 年 度 计 划 158.28% ，同 比 增 长
25.98%，超时序进度（倒排工期计划）
97.98亿元。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口还将以更加扎实的作风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
为全省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助推全市经济建设，为高水平打造海南

“首善之城”和现代化滨海城市作出新
的贡献。

“回顾2015年的工作，我们深切地
体会到，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市人
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得益于历届市
委、市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更是全市上
下团结一心、拼搏实干的结果。”省委常
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说，海口全市广
大干部敢于担当，辛勤付出，是他们用自
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企业的满意指数和海口的发展指数。

首先，是市领导带头，推行“六个
一”责任模式；区里和业主单位每天一
报告，分管副市长每周一研究，市长半
月一次全面推动；实行日调度、周分析、
半月一通报、月底督查通报工作机制，

重大项目天天抓、重大问题不过夜，真
正把严字落到每一件事情上，把实字落
到每个项目上。

“市里各部门基本都是连轴转，一
把手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边被
督办被问责，一边还要带头干、拼命
干。”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感慨，2015
年，海口市各部门在人手紧、任务重的
情况下，坚决落实市委加强基层的决策
部署，支持市级部门瘦身、减编、下沉，
一方面下放人员，一方面又能确保各项
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与扎实的工作作风
是密不可分的。

据悉，2015 年，海口加强作风建
设，抓“天大的小事”，提倡“四种精神”，

全面开启“双创”模式，营造出政通人
和、人心思进的氛围，形势月月向好、向
快，实现了抓“双创”工作和“稳增长”两
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的良好局面。

例如：棚改工作大大提速，拆迁补
偿政策进一步优化，货币化安置模式全
面推行，完成投资103亿元、改造2.45
万户、惠及9.46万人，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任务，棚改数量全省第一；打违快
速增效，从被省里批评到最后被表扬，
最后拆除违建366.4万平方米、全省第
二；全力推动产业发展，启动演丰、石山
等“互联网+”产业小镇建设，引进阿里
巴巴等互联网龙头企业落户，海口“新
药谷”启动建设，互联网产业和医药产

业展示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狠抓资金保障，搭建政银企平台

方面，2015年5月，海口市组织召开了政
府、银行与企业座谈会，相关部门、金融
机构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单位参加了座
谈会，为银行和企业搭建沟通平台，22
家金融机构和32家企业现场签订了合
作协议，签约金额约达600亿元，为重点
项目企业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还狠抓行政效能，
通过设立“绿色通道”窗口，积极受理重
点项目的各项业务，并及时送至各相关
业务部门办理，严格按照时限督办办理
程序，做到了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提高
了办事效率，强化了服务质量。

“事非经过不知难。”海口市委副书
记、市长倪强感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和复杂的宏观形势，海口市2015年取
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2104年“威马
逊”超强台风造成海口很多项目停工，
影响持续到2015年年初；随后，海口又
遭遇建省以来最严重的电力短缺和有

气象资料记录以来时间持续最长的高
温天气，这些不利因素交织，给2015年
海口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困难
和压力。

这种影响在2015年第一季度就表
现出来了。统计数据显示，海口市固定
资产投资一季度下降12.4%。投资的
下滑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消费增幅

收窄，即便有春节黄金周，同比也仅增
长4.8%。

为克服困难，强化经济运行调控，
海口市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在2014
年出台稳增长“三十条”的基础上，推出
经济稳增长“十项举措”，比如鼓励企业
自主发电，对购房入户分区域、分类型
进行调整，完善航空旅游贴息政策、制

定互联网产业贷款贴息方案等；比如开
展项目建设“推进服务月”活动，一对一
建立问题清单、要素条件配置清单，加
快项目审批提速，建立起重点项目并联
审批制度；比如主动与省厅对接沟通，
争取资金支持，落实第一批债务置换地
债资金30亿元等。这些措施有效发挥
作用，促进了经济企稳回升。

迎难而上 力促经济企稳回升

及早谋划 推动建设动力不减

转变作风 四种精神助推发展

启动问责 整治不作为慢作为

海口市西海岸。 写煌 摄

海口市演丰镇铺前大
桥施工现场。 水木 摄

海口五源河棚户区
改造项目。 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