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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82.48亿元、增长11.3%
比年度预期目标
高1.3个百分点

全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88.2亿元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6.7%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2%
比去年同期快7个百分点

产业和民生项目建设

12个重点产业累计完成投资394.4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4%
民生项目完成投资60.8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9%
均超过了序时进度

全省服务业累计实现
增加值 742 亿元，增长

12.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77.6%
全省接待游客总数

2014.07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 212.87亿元，分

别增长12.8%、13.4%

全省实现农业增加值

328亿元，增长3.9%。
主要农产品平稳向

好，常年蔬菜种植面积

19.3万亩、产量 14.2万吨，

分别提高5%和 13%，冬季

瓜菜出岛产值 137.7亿元、

增长25%

今年前4个月我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预 计我
省累计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1326 亿元，
同 比 增 长

9%，高于年

度目标 1.5个
百分点

全省
金融业增
加值增长

21.5%

全 省 规
模以上工业
增 加 值 124
亿元、增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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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名粽展销会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刘
梦晓）2016海南名粽展销会将于14
日在海口望海国际广场拉开帷幕，儋
州、万宁、澄迈、定安四个市县共46家
粽子企业参展，不仅有多样美味的粽
子，各市县展馆也尽显地方特色。

要说谁家粽子最好吃，可得到现
场尝一尝。澄迈粽子多以五花肉和
蛋黄为主料，用料考究、个大馅多、咸
味适中、香气四溢；儋州粽子则发挥
了更多的想象力，豆子粽、干鱼粽、虾
仁粽、鸭蛋粽，多种粽馅可供选择；万
宁粽子，除了有传统的蛋黄粽，还推
出了和乐蟹粽、港北对虾粽、和乐红
豆粽等“粽”类来满足不同口味的人

群；定安粽子以定安黑猪肉和蛋黄为
主料，定安娘子青梅和元代太子图帖
睦尓的古老故事，更为定安粽子增添
了一分“吃粽子品文化”的内涵。

在此次的展销会上，四个市县的
展馆布置也颇具特色。现场展位布
置将打破以往展会特装、标展等固定
形式，以各地的特色元素为单位，将
各地的粽子文化及城市风格突显。

澄迈展馆以绿色为主色调，整体
采用果园元素装饰造型，所有工作人
员皆化妆成白发老者，采用“长寿老
人卖粽送咖啡”创意：买粽子品澄迈
咖啡，感受健康长寿魅力文化。

儋州展馆整体布置采用仿古装

饰，且所有的工作人员皆用男士，身穿
宋服，营造“东坡卖粽送词”的卖点，现
场有调声表演和东坡词诵读大会等。

定安展馆整体采用琼剧元素布
置，一张张脸谱贴在展馆墙面上，韵
味十足。所有工作人员皆用女生，身
穿戏服，营造“定安娘子卖粽送戏”的
卖点，现场还有琼剧表演。

万宁则采用海、花等元素，突出万
宁的“爱情”特色。以花为媒（热带植
物园、花海）、以山为盟（东山岭）、以海
为誓（石梅湾爱情海岸），幸福甜蜜（咖
啡），一见“粽”情。所有工作人员皆穿
各色情侣装，营造万宁“情侣卖粽送玫
瑰”卖点。

品海南名粽，听海南声音，现场
不仅有美味的粽子，还有丰富的文艺
表演。据了解，14日晚和15日晚，每

晚各有一场主题晚会，诸多本土歌
星、乐队齐登场，用歌声送欢乐，打造
美妙的品粽之旅。

2016海南名粽展销会今日开幕

尝鲜美粽子 品海南韵味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罗
霞 彭青林）记者从今天举行的4月份
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悉，我省经
济在一季度增速排名全国第4的好形
势下，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服务业
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7.6%。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贯彻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统筹开展“三去一降一补”工作，

扎实抓好项目策划和投资建设，多措
并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
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呈现“六快两回
升三平稳”特点。即地区生产总值、投
资、财政收入、金融等主要指标较快增
长，项目建设和改革创新试点加快推
进，消费、出口有所回升，物价、就业、
用电量等保持平稳。

在服务业发展上，今年以来，我省旅游

业加快增长、房地产市场继续向好、金融业
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我省积
极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提高旅游设施国
际化水平，从严整治旅游秩序等，同时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举办提高了海南
的影响力，环岛高铁贯通提高了全省交
通便利化，推动了旅游业较快增长。

我省加快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逐步构建社
会信用体系等，促进了金融业快速增长。

农业增速平稳，结构调整加快。
我省召开全省农业调结构转方式现场
会，各市县、各部门狠抓落实，全面推
进农业生产和调优结构各项工作。

工业平缓增长。我省出台实施促
进大数据发展、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等
扶持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大专项资
金扶持力度，狠抓电力、天然气等要素
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做好重点工业企
业跟踪服务。在全国工业增速普遍回

落的情形下，我省工业实现平稳增长。
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在逸盛

石化满负荷生产推动下，实现增加值
22.19亿元、增长13.6%；医药产业在医
疗健康消费市场扩大、重点制药企业
加快生产的带动下，实现增加值10.76
亿元、增长10.2%；汽车制造业在海马
新车型即将上市、产量增加带动下，4
月份增加值增长8%，前4个月降幅收
窄2.5个百分点。

今年前4个月海南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7.6%

海南省互联网人才
培养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老城5月13日电（记者罗
霞 通讯员陈金梅）今天下午，海南省
互联网人才培养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
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人才培养创新
联盟启动大会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
行。新成立的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培养
创新联盟将积极推动我省互联网人才
培养机构与互联网企业（行业）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各层
次的互联网人才。

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的主导下，
由海南大学和海南生态软件园牵头
的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培养创新联盟，
整合全省高校、产业园区、企业及培
训机构等多方资源，合力为互联网产
业培养匹配人才，聚焦补齐人才短
板，满足海南生态软件园等重点园区
对人才的高速增长需求，推动全省互
联网产业发展。

该联盟发起单位共有17所高校、
3所中职学校、3个产业园区、15家企
业、6所培训机构，共计44家单位。

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培养创新联盟
合作内容包括：开展各类优质互联网
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建设互联互通的
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持平台，整合学校、
企业、行业、科研院所资源加强产学研
用合作，推动协同创新；推进校校、校
企人员互聘互派工作，实现业内交流
与合作共赢；为互联网人才提供行业
自律与社会责任服务与支持；推行从
需求设置定向互联网人才培养创新模
式，开展校企联合办学；整合省内各校
教师和行业企业专家资源，提供专项
培训。

据了解，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培养
创新联盟是我省成立的第一个重点产
业人才培养联盟。

在今天的大会上，海南省十二大
重点产业人才培养创新联盟正式启
动。以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培养创新联
盟为参照模式，我省其余十一个重点
产业也将集中开展人才培养大行动，
为海南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农行与海垦控股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农行意向授信300亿元
支持海垦建设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杨光）今天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举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未来5年内，农
行海南分行将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提供
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信用额度，双
方将在重点产业、建设美丽农垦、产业基金合作
及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据了解，双方将围绕海南农垦“八八战略”，
重点支持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
养殖、南繁育制种、旅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
融服务等八大产业发展，以及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万宁槟榔生态科技园、五指山金江茶
文化园、红光草畜产业园、南田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三亚凤凰谷乡村文化旅游区、南滨国家南
繁种业园区、南平医疗养生产业园区等八大园
区建设，加快农垦改革进程。

“芒果飘香昌江情”
旅游活动推介会海口举行

本报石碌5月13日电（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家贞）今天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在海口举办“2016·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
推介会，向岛内外群众和游客推荐昌江的特色农
产品和旅游资源，并发出相聚昌江的邀请。据
悉，本次活动举办时间从5月16日至6月30日。

据了解，每年的5月—6月份正是昌江芒果
飘香的季节，“2016·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
动以“品芒香”为主线，将举办16个特色活动。

据悉，昌江县委、县政府近年来全力打造
“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旅游品牌，挖掘黎苗文化
内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把“一线一带一中心”
山海互动旅游布局和“昌化江畔木棉红”、“芒果
飘香昌江情”“激情玩海棋子湾”三大旅游活动
融合发展为具有昌江特色的品牌旅游项目，旅
游产业快速发展。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罗
霞 彭青林）记者今天从2016年4月
份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悉，今年
以来，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延续较快增
长势头，重点项目带动全省投资增长
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产业和民生项
目建设明显加快，新开工项目开工率
创历年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全省各市县延续“百日
大会战”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做好
项目服务和督查工作，重点项目建设
明显加快，有力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延
续较快增长势头。南北两极的投资集
聚趋势逐步加强。“海澄文”一体化综
合经济圈和“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加快
推进，分别累计完成投资379.74亿元
和289.24亿元，增长24.6%和9.6%，
合计占全省的比重达到75.8%。

1月—4月，完成投资1亿元及以上
的项目有120个，其中完成投资10亿元
及以上的项目有7个，包括海口市旧城
改造项目、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儋州白
马井海花岛旅游综合体项目、海口大英

山开发项目、海口海秀快速干道一期工
程、文昌至博鳌高速公路、海口湾南海
明珠邮轮港旅游综合开发人工岛项目。
进度超过30%的市县有7个，分别为琼
海、海口、三亚、儋州、文昌、万宁、定安。

今年我省计划新开工的116个项
目已开工35个，开工率30.1%，比上
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据了解，
我省今年将继续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促进全省投资稳步增长；突出抓好项

目策划这个抓投资的“牛鼻子”，大力
提升项目谋划生成水平；进一步简政
放权，做好项目服务；积极创新投融资
方式，促进项目资金落实；加强投资形
式跟踪监测，做好政策储备。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新开工项目开工率创历年同期新高

云龙产业园
十项目落地动工

日前，在第一批入住云
龙产业园的海南共享钢构
公司厂房里，工人正在开足
马力生产。

据了解，海口国家高新
区云龙产业园近半年共有
十个项目落地动工，包括产
品以及出口美国和西欧市
场为主的海南立昇净水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以等，总投
资 11.8亿元，呈现出强劲
发展势头。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王媛 摄

◀上接A01版
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
县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草案）》；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
决定（草案）》；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审议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关于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准备情况以及关于法
规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新预
算法贯彻实施情况、我省残疾人保障工作情况、
我省社区矫正工作情况、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情况、我省畜牧业发展情况、全省闲置土
地处置情况等调研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
还听取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海南省人大代表团访
问希腊、以色列情况报告》。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25日召开

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关于抓落实系列重要论述
以扎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上接A01版
简政放权等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海口“双创”和
三亚“双城”“双修”等提升国际旅游岛形象，以

“海南速度”推进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高等教
育和合作办学加快发展等方面，成效明显。他
深刻分析了当前在抓落实方面存在的不认真履
行职责、懈怠散漫、消极应对工作得过且过、有
效措施实际本领少、主观上不努力干事虎头蛇
尾、怕负责任不敢担当、行政效能低7类问题，
要求各级各部门“对号入座”，有针对性地整改。

刘赐贵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谈了体会。他强调，抓落实，首要的是要认真
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抓落实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要求，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抓落实；要围绕全面落
实中央赋予的国际旅游岛、服务贸易等各项政
策抓落实，进一步主动研究，加深认识，积极争
取，用足用好用活各项政策；要围绕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抓落实，主动找差距、找潜力、找办法、找
措施迎头赶上，破解难题；要围绕当前30项重
点工作事项抓落实，以一天也不耽搁的态度主
动落实，明确工作要点和责任人，充分调动积极
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要
增强看齐意识、机遇意识、担当意识、发展意识、
服务意识、自律意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优化
服务、简政放权、廉洁自律，忠诚、干净、担当。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省长李国
梁、何西庆、陆俊华，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
史贻云，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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