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56亿元，增长12.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30亿元，增长9.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24亿元，增长13.2%

全市进出口总额94.83亿元，同比下降2.2%

其中，进口72.91亿元，出口21.91亿元

2015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1.2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5%

全年农林牧渔业完成总产值94.75亿元，比上年增长1.2%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4.52亿元，比上年增长3.7%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501.86亿元，增长0.4%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2.05亿元，比上年增长23.2%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190.00亿元，同比增长1.7%

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47.84亿元，同比增长2.5%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82.44亿元，同比增长29.3%

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48.46亿元，同比增长17.8%

房屋销售面积140.37万平方米，增长57.3%

房屋销售总额127.16亿元，增长71.3%

第三产业增加值879.49亿元

增长8.3%

第一产业增加值58.12亿元

增长1.2%

第二产业增加值223.67亿元

增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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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7月10日晚，位于海口市海运路
的鼎臻古玩城西侧灯火通明、热闹非
凡。自6月24日正式开市以来，这里
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游客青睐的周末
旅游休闲点。

“这是今年海口建设全域旅游城
市的一次探索。”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说，自今年1月份国家旅游局在
海口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将海
南确定为我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
以后，海口也积极扛起省会城市担当，
探索全域旅游城市的建设。

靓城先靓景：不断丰富
的旅游吸引物

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否吸引游客，
关键在于优质的旅游吸引物。

7月13日，海口响水河岸边，挖

掘机声隆隆作响。这是海南省国际三
角梅主题公园项目的施工现场。按照
规划，这一项目将以省花三角梅作为
抓手，承担第二届三角梅花展主展园
的功能，围绕三角梅国际园区、美丽乡
村、矿坑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由两条
休闲带串联，建成以旅游度假配套为
基础的琼北旅游目的地。

“公园建成之后，将与万绿园等
‘三园合一’区域形成三角梅城市旅游
的南北双核心。”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海口在建设全域
旅游城市理念的指导下，以三角梅花
展为突破口，建设和升级了一批旅游
吸引物，如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
心入驻复兴城并开业、泰迪熊博物馆
入驻观澜湖并开业、文玩夜市进驻海
口鼎臻古玩城并开业等等，这些新举
措为海口吸引岛内外游客到此一游增
添了筹码。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海口统筹

规划了8个文化主题10个重大旅游
项目，目前已形成生产能力的旅游吸
引物有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海口
红树林乡村旅游区、骑楼老街、海口火
山口世界地质公园等。“从今年开始进
入‘十三五’之后，海口将以全域旅游
为导向，推进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
和城市建设发展有机融合，将城市作
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海口市旅
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海口
将继续推动特色旅游吸引物的建设，
如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预计其
主题公园一期工程部分可以在今年年
底对外试营业。

串起“城景合一”：发展
多样旅游要素

“老板，给我来一份海南粉。”“我
要两份猪脚，一份牛腩。”“来份芒果西
米露。”7月10日晚，海口市龙华区金

牛路老稻美食街，弥漫着食物香气的
各个摊位前，挤满了各色“吃客”。这
是今年海口重点打造并率先开业的特
色美食街之一。

“这里太热闹了，许多海南本土的
小吃都能尝得到。”刚从冯小刚电影公
社出来的山西游客徐磊告诉记者，现
在海口的美食街、夜市让像他一样的
外地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的
六大要素，要建设全域旅游城市，就
必须在这些要素上下功夫。”海口市
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创
造“城中有景”、“景中有城”的大海口
全域景区，海口除了打造旅游吸引物
提升城市景观以外，还大力推动蕴含

“吃、游、购、娱”元素于一体的各种特
色街区的修缮与建设，同时完善旅游
基础设施，推动城市旅游化改造，将
城市公共设施与旅游功能融合，打造
旅游休憩空间；将城市成长历史、城

市街巷肌理、居民生活方式等要素与
景区发展统筹考虑，让海口处处都充
满旅游元素。

来到骑楼小吃街等美食特色街
区，可以畅享“舌尖上的海南”，来到复
兴城等海南特色购物街区，可以畅享
购物之乐，来到海口观澜湖新城的兰
桂坊酒吧街，可以畅享“夜蒲”之乐
……这些特色街区与假日海滩等开放
性景区一起，打破了原有的景点旅游
模式下“封闭景区”形成的景点内外两
重天的格局，促使海口向“全域”的旅
游目的地转变，实现了景点内外的一
体化。

今年上半年旅游部门的统计数据
显示，城市旅游和海南人游海南成为
海口旅游市场区别于省内其他旅游市
县的显著特征。海口的全域旅游发展
初见端倪，海口正向“城景合一”的美
丽城市迈进。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在这里做生意不用和城管‘打
游击’，而且干净卫生，更受顾客欢
迎。”今年，曾经在街边摆摊的老胡搬
进了海口绿园路民俗风情一条街。

“双创”后，这里设置了32个摊位，解
决了300多名像老胡一样的流动摊
贩就业。

自去年7月海口启动“双创”以
来，通过一个个名副其实的民生项目，
让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海口市
政府也通过转变职能、服务企业、制度
创新等理念，用一个个海口“加速度”
全力助推海口的经济社会发展。

补齐短板，让市民享发展红利

人是城市的根本，城市要有活力，
得到长足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海口

“双创”一直以“为民、惠民”为宗旨，通
过各种利民工程，让市民共享城市发
展红利。

傍晚，夕阳余晖尚在，家住海口秀
英区储运小区的江韵华正合着音乐的

节拍跳健身操。小区的进门处，2个
年轻人正在网球场上酣战，汗如雨
下。小区里，电动车、汽车整齐地停放
在新画的停车位中，整个小区看上去
干净清爽。

过去储运小区是有名的脏、乱、差
“三无小区”。“双创”后，小区门前有了
保安室，小区路面不再坑坑洼洼，绿化
带中不见了鸡舍，社区广场还添了许
多健身设施。小区旧貌换新颜，自管
自治管理模式初见成效。在海口，这
样的小区还有不少。

“双创”以来，海口全面升级46家
农贸市场，改造2400多条小街小巷，
建设“15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组建

“菜篮子”集团公司，新建大型农副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优化公交线网，加快
公交场站建设，40%的基础教育学位
提供给非海口户籍学生，努力提供更
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

相对于其他省会城市，海口起步
较晚，在城市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上欠账较多。而这一年来，“双创”促
使海口各部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
扮靓城市的同时，也要让市民的生活

更美好。

服务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高新区效率真高，企业只需提供
材料，一切审批都由区规建局代办。”
康迪车业海南公司总经理胡增丰感慨
说，去年12月11日下午签约，4天后
就拿到了用地红线图和规划设计条件
电子版，纸件审批同时完成。

今年3月24日，海口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顾刚的微信又收到了康迪电动
汽车负责人发来的信息：顾书记，请尽
快帮助修一条能进大货车的道路，否
则建材无法进工地。顾刚立即安排给
高新发控公司董事长焦任翔，要求马
上就办。很快，一条专门为康迪项目
供施工车辆行驶的道路修好了。

“在为企业的服务上政府要做到
‘随叫随到’。”海口市领导在不同场合
多次强调，各级部门要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多角度、无微不至的服务，全力
以赴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减轻企业在融资、物流等方面成本，海

口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以“多规合一”倒逼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1019项减少为306项、核减率70%。
海口的“政保贷”让231家中小微企业
获得授信14.2亿元；大宗货物运输补
贴政策让11家重点工业企业运输成
本平均降低10-15%。

“马上就办”的精神以及各种制度
创新带出的“加速度”也让海口在今年
一季度经济运行中取得“开门红”——
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夺得固定资产
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进出口总额等
三项增速第一。

打造新产业，为经济发展增动力

前不久，在海口市石山镇举行的
农产品网上竞购会上，1万斤火山石
斛期货仅3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因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用远程监控技
术，买家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这批石
斛的生长情况，包括每一片叶子怎么
样都能看得清楚。”买家吴燕婉说。

去年，海南首个互联网小镇落户

石山镇，不仅卖农产品，也卖创意，有
100多名返乡大学生和农民创客活跃
在这里。一年来，石山镇农民人均收
入达到8000元以上。

石山互联网小镇的“华丽转身”是
海口进行创新转型、产业升级的一个
缩影。

海口先后出台促进互联网、电商、
医药、影视等产业发展政策措施，以创
新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高
新技术企业达 127 家、占全省的
75%。建设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复
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江东电子商
务产业园，与阿里巴巴合作的南海云
及大数据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今年
1—5 月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增长
26.5%。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
表示，“双创”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关系。以“双创”加强城市
治理是为了把海口打造成一流的国际
旅游目的地、投资创业的高地。而经
济发展也需要“双创”提供保障，“双
创”必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海口以空前的力度狠抓项目推进

以铁腕转作风
让项目落地生根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郭萃）项目建
设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只有重点项目落地生
根，经济发展才能枝繁叶茂。近年来，海口以空
前的力度狠抓项目推进，让一个个项目在海口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5年，海口67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518.55亿元，占年度计划158.28%，同比
增长25.98%，超额完成97.98亿元。今年，海口
更是铆足全力，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今年上
半年，海口市86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04.3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5.69%，超额
投资71.3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的良好局面。

在海秀快速路海秀中路段，工人正在艳阳
下忙碌着。去年7月海口进入“双创”模式后，
海秀快速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1—5月，累计
完成投资15.4亿元，超额完成1亿元。而这只
是海口市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范例。

从美兰基地二期建设工程到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项目，从长影环球100生态修复
工程到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项目，从四个区旧
城改造项目到省儿童医院新建项目……一个个
项目不断加速推进。

目前，海秀快速干道一期工程、省中医医院
内科医技楼建设项目等13个竣工项目按时序
推进；美安科技新城（一期）、美安综合物流园项
目、海口大英山开发项目等53个续建项目按时
序推进。

从新开工项目的情况看，今年计划新开工
23个项目，上半年已经有海口林安智慧物流商
城、海南京兴林木种苗示范基地、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海口市文化遗产修缮保护项目等
15个项目陆续开工，开工率65.22%。

“良好的服务和便捷的审批，是项目快速推
进的重要因素。”海口市房屋征收局投资促进处
处长邢益宁认为，海口市的省重点项目能够快
速推进，主要得益于“双创”模式发挥的效应。去
年以来，海口启动“双创”模式，以铁腕转作风，大
力弘扬“四种精神”，培植固化“三种特质”，让海
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良
好氛围，增加了项目招商的吸引力，提升了项目
落地的效率，加快了项目推进的速度。

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必将为海口的基础
设施完善，产业基础的夯实，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

海口加快布局
促产业创新发展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郭萃）近年
来，海口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好
转型升级“组合拳”，扎实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努力使海口经济转型升级充满澎湃动力和
旺盛活力。

在传统农业方面，海口将其与“互联网+”
相结合。去年，海口启动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
建设，“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和技术贯穿农业
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产业链，发挥产业链各
环节效应，以镇为中心，以镇带村，村镇融合，实
施“光纤入户”“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互联网休闲农业”和“信息进村入户”等五大工
程，构建互联网农业小镇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凭
借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精准性、开放性，从根
本上改变传统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石山镇已经建成多个互联网基地，培
育出了火山石斛、火山荔枝、石山黑豆、石山壅
羊等20多个品牌，农民人均收入从2014年的
5428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8652 元，增长达
59.4%。秀英还依托互联网运营管控中心和大
数据中心，整合农户土地、劳动就业、农产品与教
育、医疗与社保等公共资源，从而实现精准识别、
精准施策、精准投入，整镇推进农民增收致富。

在改造和提升优势产业的同时，海口还发
展和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近年来，海口深入实施“产业兴市”“科技强市”
发展战略，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强力推进国
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并以高新
技术为导向，发展绿色工业，实现绿色发展。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海口高新区将以建
设“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为总抓手，进一
步提高园区社会研发投入，增强创新产出能力，
健全创业孵化链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领航区、
创新创业生态区、改革开放试验区、产城融合先
行区，力求到2020年，全区研发投入占产品销
售总收入比重达到2.8%，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00家，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300项，科技孵化
加速器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形成有利于创新
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适合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的生态环境，着力打造生命健康、低碳制造和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此外，海口还积极发展健康医药产业，海口
计划到2018年，医疗卫生事业与医疗健康产业
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医疗
健康旅游等主要健康服务业初步形成特色化、
国际化、规模化发展的态势，特色医疗技术、服
务、管理水平跻身国内先进行列。

惠民生 减负担 产业升级

海口：“双创”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靓城先靓景，海口不断探索“城景合一”

扛起省会城市担当 建设全域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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