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

结构优化增长平稳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1.6%
连续7个月累计增速超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
连续5个月累计增速超1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8%
连续6个月累计增速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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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
推动海南经济较快发展
前三季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5.5%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杨艺华）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2017年前三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现代服务业推动经
济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5.5%。全省服
务业增加值1806.6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

互联网业、医药健康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
会展业、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等
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前三季度，我省居民消费实现较快增长，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72.38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1.5%，超过全年预期增长目标2.5个百分
点，连续5个月累计增速保持在11%以上。其中，
城镇零售额989.30亿元，增长11.1%；农村零售额
183.08亿元，增长14.1%。就消费形态而言，商品
零售971.57亿元，增长11.6%；餐饮收入200.81
亿元，增长11.3%。

作为我省服务业的龙头，旅游业在围绕全域
旅游示范省建设、培育发展新业态等方面均取得
了不俗进展。前三季度，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总
人数4583.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2.4%，其
中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3878.21 万人次，增长
12.7%。旅游总收入541.18亿元，增长22.1%。
接待入境游客79.71万人次，同比增长61.8%，入
境旅游收入4.97亿美元，同比增长138.9%。

今年以来，我省金融业增长明显。截至9月
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含外资银行）各项存款余
额9741.06亿元，比年初增长6.8%；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8182.92亿元，比年初增长6.4%。

经济运行态势稳中求进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经济以稳中
求进为总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防风险成效明显。

——从稳增长看，主要经济指标
达到全年预期增长目标，“稳”的特征
明显。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7.5%，超过全年预期增长目标0.5
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增速持平。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
标均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从调结构看，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
比提高5.6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有所
改善，制造业占固定资产投资为
3.4%，比重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民
间投资占比60.7%，比重同比提高0.2
个百分点。消费结构趋于升级，汽车、
成品油、免税品等升级类商品是推动
消费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促改革看，全省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行政效能，推
进“极简审批”。成立全国唯一省级规
划委员会，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不
断取得新进展；坚持生态立省战略，创
新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决定淡化
并逐步取消省对市县GDP、工业产
值、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

——从惠民生看，民生投入力度
不断加大。前三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民生支出增长12.5%，所占
比重达到75.3%；其中，教育、医疗卫
生、节能环保等领域支出分别增长
16.3%、16.2%和24.0%。就业保持稳
定。海口、三亚两大城市的城镇调查
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从防风险看，9月末，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1.98%，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0.18个百分
点。1-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55.1%，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加速跑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经济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取得新成果，以创新为引领，
十二个重点产业、全域旅游、六类产
业园区等重大措施成为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

——十二个重点产业持续较快增
长。初步测算，前三季度十二个重点
产业增加值增长 10.6%，高于全省
GDP增速3.1个百分点。互联网业、
医药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
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旅游产
业等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全域旅游建设深入推进。海
口、三亚以“双创”、“双修”为契机，加快
旅游精品城市建设，城市旅游功能逐步
完善。前三季度，全省接待游客人数
4583.68万人次，同比增长12.4%；旅游
总收入541.18亿元，同比增长22.1%。

——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稳步推
进。海口观澜湖、三亚海棠湾“国家海

岸”等6大旅游产业园和25个重点旅
游度假区建设进展顺利。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品牌效应和产业
聚合逐渐发挥作用。三亚创意产业园
的中兴软件、用友新道等企业营业收
入实现较快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持续推进绿
色、协调发展，生态、生产、生活环境不
断改善。全面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国
家海洋督察的整改要求，全面推行“河
长制”和“湾长制”，出台深化“两个暂
停”政策意见，持续推进六大环境专项
整治。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下降2.8%。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
实施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
年行动计划，全省户均停电同比减少
13.2小时。光纤宽带和4G网络覆盖
率，行政村分别为99.1%、100%，美丽
乡村分别为96.2%、96.7%，特色产业
小镇全覆盖。田字型路网加快建设，
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文昌至博鳌高
速公路、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建设有
序推进。

今年以来，海南加大开放步伐，对
外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继续推进国际
滨海旅游目的地建设，出台了支持邮
轮旅游、入境旅游发展两个奖励办法，
促成开通了5条境外航线，入境旅游实
现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全省接待入境
游客79.71万人次，同比增长61.8%，
入境旅游收入4.97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9%。

多项开放优惠政策取得实效。离
岛免税政策不断扩大开放，实施目标群

体放宽至铁路旅客，免税品销售额同比
增长34.3%。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试验区通过医疗技术评估的24个项
目引进了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
技术合作方，6个项目涉及港澳台投资。

发展质量效益稳步向好

立足“三大优势”“三大愿景”，海
南正逐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今年以来，海南经
济持续发力，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成绩亮眼。

——宏观效益明显。前三季度，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25.37亿
元，同比增长18.0%，增长快于经济增
长10.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快于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6个百分点。

——微观效益较好。1月-8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2.2%；规模以上文化艺术业、娱乐业
等新兴服务业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10.6%、31.4%。

——发展活力增强。金融对经济
增长的支撑较强。9月末金融机构存
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12.9%和
11.9%。前三季度，全行业经济生产
用电量同比增长6.8%。

经济的快速增长究其根本当以民
生为本，其质量和效益，最终将通过民
生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今年前三季
度，海南的发展实实在在惠及民生。

今年以来，我省居民收入实现较
快增长。为民办实事有序推进。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前三季度全省GDP增长7.5%，总体保持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态势

海南经济稳中向好后劲足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
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
支出增长12.5%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杨艺华）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2017年前三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民生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
支出增长12.5%，所占比重达到75.3%；其中，教
育、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等领域支出分别增长
16.3%、16.2%和24.0%。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00.07亿元，
增长13.3%。其中，教育支出增长16.3%、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增长23.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下降 2.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长
16.2%、节能环保支出增长24.0%、城乡社区事务
支出增长13.1%、农林水支出增长19.0%、交通运
输支出增长25.5%、住房保障支出下降6.3%。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24元，比上年同
期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6元，名
义增长8.2%，实际增长5.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901元，名义增长8.3%，实际增长6.3%。

为民办实事有序推进。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
金平均增加138元。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将特困
救助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00元；推动“一县
两校一园”建设和“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全省
已引进或正在洽谈的合作办学项目共计51个，完
成了三年引进300名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的预定
计划；三亚鸿森医院、上海六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
专科医院建成试运营。

前三季度，棚户区改造开工25108套，占年度
计划的100%，其中货币化安置23223套，货币化
安置率为92.5%；农村危房改造开工33994户，占
年度计划的 135.98%，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7059户。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总
体保持增长平稳、结构优化、
质量提升的态势，各项重点
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大部分
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值
得充分肯定。”前三季度经济
形势分析会对今年以来的海
南经济发展如是评价。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经
济稳中向好，主动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 3213.68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
超过全年预期增长目标
0.5 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增
速持平。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经济运行整体呈现稳中
提质的态势，地区生产总
值、投资、消费、财政收入等
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年度
预期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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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00.0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6%

其中，民间投资完成1699.01亿元

同比增长11.8%

第一产业投资39.73亿元，增长31.9%
第二产业投资158.40亿元，下降19.1%
第三产业投资2601.95亿元，增长14.0%

“海澄文”地区投资增长14.0%
“大三亚”地区投资增长10.7%
东部地区投资增长14.4%
中部地区投资增长12.0%
西部地区投资增长1.6%

按产
业分

按地
区分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6元
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5.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01元
名义增长8.3%，实际增长6.3%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806.6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2%

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4583.68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12.4%
旅游总收入541.18亿元

增长22.1%

质量提升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3213.6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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