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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我省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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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到99.9%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第一产业增加值559.45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427.45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1396.11亿元{全省生产总值 亿元
2020年上半年 23832383..0101

经济发展
新动能增强3主要经济指标

逐步回升1 经济发展
结构持续优化2 经济发展

质量进一步提升4经济运行呈现四个特点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3.0%
增速较一季度回升4.6个百分点

全省生产性投资增长15.2%

12个市县投资实现增长

投资结构进一步向生产性行业调整

非房地产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超过60%
同比提高 5.7个

百分点

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额399.31亿元
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6.4个百分点

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3.20亿美元

同比增长98.7%

新设项目数202个
增长23.9%

货物进出口降幅收窄
利用外资高速增长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4.6%

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1.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当月同比涨幅

连续7个月逐月回落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12元
名义增长1.0%
比一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

财政用于民生支出647.87亿元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614元
名义增长2.1%
比一季度加快4.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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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实现增长
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1个月内两次赴琼考察，大冢（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
川满志觉得意犹未尽。继6月23日
来海南考察后，7月14日北川满志又
带领团队来海南对接投资合作。

“《总体方案》在外企，尤其是在
日本企业中引起很大反响。我觉得
我们来晚了，应该早点来海南对接，
海南自贸港极具投资和发展潜力，
我们希望在医药、健康产品等领域
与海南深化合作。”北川满志表示。

一家家外资企业来到海南，确

定合作、开展投资，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上半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20亿
美元，同比增长98.7%；新设项目数
202个，增长23.9%。”王瑜介绍。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在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跨国投资低迷的背
景下，今年上半年，海南利用外资保持
快速增长，全省新设外资企业203家，
同比增长24.54%。其中6月，新设外
资企业50家，同比增长92.31%。

从投资行业来看，18个行业门

类中除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外，17个行业设立了外资企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
等11个行业有实际使用外资。

从投资来源地看，我省新设外资
企业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
英国力拓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实际到资涉及中国
香港、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地。

“上半年，海南省普洛斯仓储有
限公司、三亚索斯福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项目得到有序推进，
成为海南实际使用外资的亮点。”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为有源头活水来”，海南自贸
港政策红利逐步释放，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新活
水”涌向海南。

瑞穗银行（中国）副行长手岛彻
表示，瑞穗希望深度参与海南自贸
港汽车、环境、医疗等产业领域建
设；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三宅示修说，将尽快推动罗森在海

口、三亚等地落地，更好地服务海南
自贸港建设。

“总体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呈
现持续回升企稳态势，支撑经济健康
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不断积累，自贸港
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为下半年我省经
济进一步加快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王瑜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对
标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落实“六稳”

“六保”工作部署，扎实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确保经济实现平稳健康
发展。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新活力：利用外资高速增长

根 据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
全省GDP2383.01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同比下降2.6%，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 1.9 个百分
点。全省经济形势自2月份触
底后逐月改善……7月21日，
我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0年上半年我省主要经济
指标并介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
情况。

“请问从哪些数据可以看
出经济呈现改善回升态势？”
“如何评价上半年全省的经济
表现？”“投资领域有哪些亮
点？”……相比于GDP“大数
字”，人们更关心投资、消费、外
贸等“小数字”。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3.0%；离岛免税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30.7%，其中6月份零
售额同比增长235%；实际利用
外资同比增长98.7%……”省
统计局副局长王瑜一一公布上
半年海南经济运行“成绩单”中
的各项“得分”。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危机”、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环境“变局”，海南着
力在投资、消费、外贸等领域培
育“新机”，开启了投资由降转
升、消费市场快速回暖、利用外
资高速增长等“新局”，继续以
“四个超常规”，全力应对“三个
大考”、答好“三张答卷”，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的“热”从春天开始——
今年4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在全省
各地同步举行。当天，全省100个项
目集中开工，100个项目集中签约；
100个开工项目总投资489亿元。

6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
通过现场签约和线上“云签约”的方
式，共签约重点项目35个。

大项目、好项目，陆续开工、接
连签约……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
快推进的“新局面”一览无余，直接
体现在投资领域和数据上。

“4月份以来，投资累计增速实
现转正，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3.0%，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4.6个百分点，全省投资保持平稳回
升态势。”王瑜说，这都得益于今年
以来，省委、省政府以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为抓手，超常规推动各类项目
建设，全面分解压实投资任务，全覆
盖调度推动总投资500万元以上各
类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地促进了投
资增长。

投资由降转升，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打开了“新局面”，也彰显了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新

格局”——
大项目建设步伐持续加快，龙

头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今年上半
年，全省非房地产投资项目中，本年
完成投资达亿元以上项目共 169
个，项目个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19
个，增长 12.7%；完成投资合计
491.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4%；
完成投资占全省投资额的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总体来
看，大项目对全省投资增长的拉动
作用显著增强，龙头带动作用持续
凸显。

当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六成

市县投资实现增长。今年二季度，
全省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各月投资规模呈现持续扩大
态势，其中，5月份和6月份投资环
比分别增长19.3%和28.6%。分市
县看，上半年，全省有12个市县投
资实现正增长，较一季度增加 2
个，其中，东部和西部市县投资增
速分别较一季度提高 5.3 和 3.8 个
百分点，投资运行总体呈现持续向
好态势。

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油气产
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行业投资实
现跨越式增长。上半年，全省农林

牧 渔 业 投 资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76.1%。陵水17-2气田项目投资
力度持续加大，带动全省采矿业投
资同比增长2.5倍。海口TOD、三
亚南繁起步区商住配套项目和总部
经济东岸起步区项目建设步伐加
快，带动全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
资增长48.4%。

投资增长体现在项目建设，项
目建设作用于投资增长，截至目前，
海南累计集中开工项目1018个，总
投资5122亿元。一个个项目，一波
波投资，正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开
启更好的“新局面”。

新局面：投资由降转升

今年2月至5月售电量均为负
增长的三亚，6月单月售电量首次转
为正增长。以三亚国际免税城为
例，其今年5、6月的月均用电量较
前4个月提升了75.46%。

三亚售电量由负转正、三亚国
际免税城用电“猛增”，如此变化，原
因何在？

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公
布，海南自贸港建设步伐加快，省内
用电需求持续提升；全省离岛免税政

策的放宽，也进一步推动省内批发和
零售业市场等日渐复苏。

用电量的变化，展现了我省经
济加快复苏的“新变化”；离岛免税
政策的变化，则带来了我省消费市
场快速回暖的“新变化”。

上半年，全省离岛免税品零售
额85.72亿元，同比增长30.7%；其
中，6月份零售额22.99亿元，同比增
长235%。

235%，当属当天公布的 2020
年上半年海南经济运行“成绩单”中

增幅最大的数字。
“因离岛免税政策利好影响，加

上各类优惠促销活动推动，免税品销
售持续‘回暖’，是带动消费市场快速
回暖的主要因素。”王瑜再“举数”：上
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体育
娱乐用品类、金银珠宝类、饮料类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5%、44.2%、
22.9%、14.6%。受消费回暖拉动，上
半年全省批发零售业拉动全省GDP
回升1.3个百分点，其中零售业拉动
全省GDP回升1.0个百分点。

向好趋势明显，“暖流”终将成
为“热浪”。“离岛免税购物等系列利
好政策公布实施，推动经济运行呈
稳步回升态势。随着自贸港建设的
稳步推进，相信可为实现全年经济
发展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王瑜特别提到“离岛免
税政策”，意有所指——

6月29日，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其中有关免
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

至10万元，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
种增至45种等诸多内容，让离岛免
税政策的“新变化”更加明晰。

对此，我省已做好准备，承接利
好政策的“新变化”，迎接消费市场的

“新变化”：2020年第二届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节7月6日正式启动，将持
续至10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将联
手中免集团，在美兰国际机场二期项
目内打造全国最大的机场离岛免税
商业区；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的国际
免税综合体建筑群已现雏形……

新变化：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高技术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9.0%
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低碳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2.9%
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

生产降幅收窄
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提升

生产形势较好
热带特色农业发展较快

逐步复苏
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8.0%

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 个百分点1.7

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增长1.7%
增速快于整体经济
较一季度回升1.1个百分点

亿元578.75

水果产量361.34万吨
增长14.3%

蔬菜产量400.60万吨
同比增长0.7%

椰子和槟榔产量
分别增长2.8%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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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商务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27.9%、22.2%

上半年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投资分别增长48.4%、19.9%

全省服务业（第三产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2.8%

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个百分点1.1

现
代
服
务
业
快
速
发
展

投资由降转升
结构进一步优化

空气和水质量优良
生态环境保持一流水平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9.45亿元
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15.2个百分点

离岛免税品销售增长较快

全省离岛免税品零售额

85.72亿元

同比增长30.7%

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6月份零售额

22.99亿元
同比增长

235%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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