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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发布厅

本报海口1月 17日讯 （记者罗
霞 赵优）海南日报记者1月17日从
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
上获悉，2019年，海南外向型经济发
展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外资、外贸等
领域显现发展亮点与活力。

随着我省外商投资实现持续快速
增长，利用外资行业结构不断优化，高
新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外资
转型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

同时外商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
除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外，德国、
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

资我省也实现了突破。
去年，我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成

效明显。通过实施服务贸易先导性计
划，加快数字服务、航空维修、中医药
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积极扩大
特色服务出口，运输、旅行、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加工服务成为拉动服
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货物贸易稳中有进、不断提质。
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
来进一步加强、推动“全球贸易之窗”
项目、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优化贸
易结构，让免税品进口成为外贸发展

新亮点。
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也让消

费需求不断提升、免税购物快速增
长、消费环境进一步优化。

今年，省商务厅将积极推动构建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
的开放制度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推动融资租赁、保税船舶船籍港
注册登记、邮轮产业经济、新能源汽
车、高端免税业态、离岸贸易、环岛旅
游公路及驿站等一批影响力大、示范
效应强、增加经济流量、带动人气的
项目落地。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赵优
罗霞）旅游业如何提质升级以促进我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在1月17日召开的
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上，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介绍了全省2019
年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及2020年工作安排。

“一年来，省旅文厅着力制度创
新，不断夯实与自由贸易港相匹配的
制度、规划和政策体系，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扎实推进产业招商和项目建
设。”省旅文厅厅长孙颖表示。

去年，省旅文厅先后推出4项经省
深改委认可并发布的制度创新案例，出

台3个规划及制定一批产业政策。同
时，省旅文厅扎实推进产业招商和项目
建设——中免集团等8家企业在海南注
册落户总部、文旅总部或区域总部；海南
首家中韩合资旅行社落户三亚；凯蒂猫
主题乐园等项目推动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9年10月，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正式启动，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同时不断创
新旅游营销，实现国内旅游市场稳步
增长、入境旅游较快增长。

一年来，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体育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我省旅游

和文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三亚吉阳
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获评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一核多点”推进国家
体育训练南方基地建设初见成效，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稳步推进。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三亚国际音乐节等
系列活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旅游文体
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0年，我省将继续围绕“自由贸易
试验区（港）架构下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战略，加大市场开发和对外交流力度，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产业提
质升级，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1月 17日讯 （记者赵
优 罗霞）高质量的技术供给、政策供
给、服务供给，是我省2019年科技创
新的“关键词”。在1月17日下午召开
的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
上，省科技厅厅长谢京表示，去年以
来，省科技厅不断增强产出质量和转
化效率，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

2019年，我省逐步形成了以电子
信息、生物与新医药、高技术服务为重
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使得我省
创新驱动力逐步提升，为调结构、转方
式发挥积极作用。

得益于科技创新推动，我省加快高
新技术前瞻布局，“陆海空”三大未来产
业发展初见成效。“陆”上要推进中科院
生物与遗传所在海南省注册设立种子
创新研究院，争取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落户三亚。

在“海”上，深海科技城产业规划批
准实施；并由招商局集团全面参与建设
运营，上海交通大学等16家单位签约落
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
与装备”等项目在海南实施。

在“空”中，引进中科院空天信息
研究院在三亚设立海南研究院；与中
科院力学所、文昌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拟在文昌市建立中科院系统卫星
总装及发射基地，开展航天科技研发
和商业航天发射业务。

谢京表示，2020年，省科技厅将紧
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重点科技园
区，以园区为载体强化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实施《海南省创新型企业培育
行动计划（2020-2022）》，建设“科技
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高新
技术企业-领军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多
层次创新型企业体系。此外，还将设
立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成
立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提升为企业
服务效能。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分别吸引外资3.4亿美元、2.89亿美元

分别占全省的22.5%、19.1%

房地产业吸引外资2.57亿美元，占全省的17%
较近10年平均占比（39.8%）低22.8个百分点

预计2019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8亿元

同比增长5.3%

566家高企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预计达到1606件，增长12%
软件著作权预计达到5427件，增长62%
实现营业收入737亿元，增长11%

工业总产值551亿元，增长12%

营业利润68亿元，增长15%

出口总额48亿元，增长62%

从业人员近7万人，增长18%

结构趋优、动能转强、效益提升

海南经济转型发展“迈大步”

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下降42.1%、38.8%
售均价保持在1.5万元/平方米左右，价格基本平稳

非房地产投资占比58.4%，提高6.9个百分点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赵优
罗霞）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受各方关
注，已经实施近两年的全域限购政策成
效如何？2020年，海南房地产调控政策
是否会发生变化？在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第二场记者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厅长霍巨燃就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我省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2019年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继续严格执行‘全域限购’
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坚决防范炒房炒地
投机行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加快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房地产业转
型发展。”霍巨燃表示。

去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点
通过建立调控长效机制、加强引导管
控、完善人才政策体系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
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稳妥推进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加快
实施基层教育、卫生人员住房保障专
项计划。“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将
综合考虑各市县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均
价和本地居民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将
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开。”霍巨燃透
露，省政府计划今年实施基层教师、医
务人员住房保障的专项计划，根据各

市县目前的房价和购房人的承受能力
合理确定房价，在各市县建设一批商
品住房，让基层的教师和医务人员能
够安心地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据介绍，2020年，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继续严格执行全域限购
等政策，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
度不放松、政策不走样，保持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同时“因城施策”，全面
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责任，健全
和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9年
全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8家

全省服务进出口219.7亿元，同比增长20.3%
服务贸易顺差6.53亿元

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905.9亿元，同比增长6.8%
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多一倍

同比增长102.4%
实际使用外资15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100%

预计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8亿元

同比增长5.3%

2019年
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311.2万人次

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3.59万人次，同比增长13.6%
实现旅游总收入1057.8亿元，同比增长11.3%
旅游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

同比增长9%
2019年第四季度

我省举办各类活动超500项
2019年我省新评定A级景区9家

新评定椰级乡村旅游点27家、认定旅游小镇2家
旅游产品供给愈加丰富

共推动七批51个旅游文体项目集中开工

计划总投资额482.97亿元

全省6个重点旅游文体项目完成投资60.73亿元

1月-11月，三亚千古情、亚特兰蒂斯“C秀”等

各类演艺项目共演出9257场
接待观众899.1万人次，营收6.41亿元

围绕海洋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等13类消费业态，
举办千场各类促消费和扩消费活动，推出十大主题旅
游线路和十大旅游套餐

2019年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2018年同比增长（下同）48.6%

增幅排在全国前列

增至566家
实现了两年翻番

预计2019年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2.1%

2019年

新设省级重点实验室8家

院士创新平台61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

众创空间2家

全省各类创新平台和服务机构

数量累计达到600家

■ 本报记者 罗霞 赵优

1月17日，在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为主题的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上，“降幅大”“增幅大”是一组组数据给人留下的印象。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2.1%”“新设外资企业数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均超过100%”“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48.6%”……一

个个数字，拆开看是行业领域发展走势，合起来看就是海南经济转型发展的喜人成果。
过去一年，海南积极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未来产业培育等方面持续

发力，全省经济社会呈现走势向好、结构趋优、动能转强、效益提升、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房地产市场 平 | 稳 | 运 | 行

看发展 走势向好

记者会上，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在
介绍房地产转型发展时抛出一组数据：
预计2019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下降22.1%，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分别
下降42.1%、38.8%，销售均价保持在每
平方米1.5万元左右，价格基本平稳……

“海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调整产业
结构，破除经济发展对房地产的依赖。”
霍巨燃说，实施全域限购政策一年多
来，海南房地产业转型取得初步成效，
房地产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市场运
行稳中有降，市场秩序总体良好。

这是海南主动调控的结果，是海南
房地产转型发展的成果，但对海南经济
发展而言，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去”
了，新的“量点”从哪来？

2019年，海南面临过巨大挑战：一
方面，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中央
大规模减税降费在带来长期利好之余，
短期内也带来了一定的财政压力。另一
方面，海南主动作为调控房地产，结构优

化的同时主要经济指标全面承压。
面对挑战，2019年全省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趋势向好。
从走势中，可以看出去年海南主要指

标走势向好，GDP、财政收入、消费增速稳
步上升，投资降幅逐月收窄。“去年，海南
向高质量发展要效益、向结构调整要潜
力、向动能转换要动力，特别是全省迅速
启动‘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力促经济企
稳回升。”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看转型 成效明显

摆脱房地产依赖，海南如何从旅游
业和热带农业两大传统产业中找增量？

“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为抓

手，海南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扎实
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省旅文厅
厅长孙颖介绍，我省着力推进制度创
新、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招商和
项目招商；以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为
抓手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体育旅游示范
区为目标推动旅游和文化体育产业
融合发展。

聚焦“点线面”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
海南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积极打造十
大旅游产品体系和深度旅游吸引物。

去年，海南多举并进，在调结构、转
动能方面成果丰硕：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海南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三大领

域、依托五大平台，培育发展十二个重
点产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热带农业
发展方面，海南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重点抓好橡胶、椰子、槟榔这“三棵
树”和冬季瓜菜的研发、生产。

现代服务业拓展新空间——互联
网产业快速发展，金融业强化对重点产
业、重大项目的支持。三亚崖州湾科教
城、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启
动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积极
发展“陆海空”新兴产业。延展油气产
业链条，拓展医药产业发展空间等。

依靠十二个重点产业，未来我省将
在此基础上培育种业、深海和航天产
业，让产业转型发展之路愈加宽广。

看质量 稳步提升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情况，被看作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增大背景下，海南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屡创新高，增至566家。”省科
技厅厅长谢京说，科技创新正有效助推
海南经济转型发展。

利用外资，也给海南高质量发展增
光添彩。“海南外商投资实现持续快速
增长。”省商务厅厅长陈希介绍，海南举
办了系列招商活动，进一步加大了外资
跟踪服务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结合全省多领域情况看，去年海南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态势良
好：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落实就业优先

战略，我省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贫困劳动力、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
就业，全年新增就业14.5万人。居民收
入稳步提高。就业创业活跃、民生投入
加大带动群众收入增长，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8%。创新发
展能力增强。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力度，各类创新创业平台和服务机构达
600家，新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分别增
长44.2%和 34.4%。生态环境巩固提
升。深入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海南）实施方案》，持续开展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水环境、土壤环境质量
保持优良并持续提升。

此外，经济效率指标得到改善。资
本使用效率提升，稳投资成效在2019
年逐步显现，人员产出效率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投资结构优化、增
长动力优化、消费结构优化；外向型经
济活跃度提高、创新活力提高、环境质
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海南用

“四个优化”“四个提高”，为经济转型发
展写下精彩注脚。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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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6家房地

产企业停业整顿，对

21家涉及违法违规

的开发企业、中介机
构及从业人员进行罚

款处罚，取消了 19
家中介机构备案，取

消11人限购住房的

购房资格，取消7名
从业人员资格并记入
个人的不良行为记录

2019年
共检查了

664个房地产项目

和855家中介机构

约谈开发企业1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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