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东方
“十三五”

率先开展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
确权登记发证改革试点

积极落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制度

八所口岸通关效率居全省前列

三次产业比重为26.9：37.9：35.2
服务业占比较“十二五”期末
提高8.9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非房地产投资占比85.8%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市场主体突破3.6万户

全市建档立卡 11918 户 52391 人
全部脱贫

36个贫困村顺利脱贫出列
贫困发生率从8.9%降至0

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开工新建 10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建成 123个行政村污水处理设施
农村污水处理覆盖率达到68%

“绿化宝岛”大行动累计完成
造林绿化8.1万亩
退塘 7576亩
还林（湿）1996亩

首次被评选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和海南省文明城市
累计建成
110个美丽乡村
4家椰级乡村旅游点
2个全国文明村镇

展望东方
“十四五”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年均增长10%以
上，力争翻一番。市场主体持续大幅增
长，实体经济进一步壮大，产业竞争力显
著提升，打造国家创新型科技示范市，新
型工业化走在全省前列，现代化经济体
系初步建立。

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营商环境总体位居省内一流水平，

政府管理效率效能显著提高，重点领域
改革持续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
水平大幅提升，推动各类要素便捷高效
流动，风险防控有力有效。

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

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向上向善、诚信
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
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
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

升，完成省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清洁能源利用进
一步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持续提

升，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经济增长同步，
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城乡融
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五网”基
础设施持续改善。

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平安

东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能力显著增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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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海南自贸港 精彩“十四五”·东方篇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方向路径已
经指明，需要的是全市上下要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干好当下的
每件事，用每一个人的努力拼搏，成
就更加美好的新东方。

东方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
做好东方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工作，要把握好七项原则：一是必须
处理好当前和长远之间的关系，坚持
谋定后动、稳步前行的同时要“小步
快跑”，克服“赚快钱”思想，多做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事，把发展壮大实体
经济作为自贸港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
发展，盲目上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
要设置严格的项目准入门槛，充分评
估项目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等指标，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
坏的项目，即使能创造再多的GDP
和税收也坚决不要。三是必须处理
好解放思想和按规矩办事之间的关
系，要把“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
创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着力破除

“不想、不敢、不会”三大障碍，以思想
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同时，要学规
律、懂规律、用规律，严守纪律规矩，
不能以担当作为之名行乱作为之实，
以敢闯敢试之名行违法违纪之实。

四是必须处理好速度与质量之间的
关系，东方经济体量小，市场主体少，
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把蛋
糕做大，同时要以“惜土如金”的理念
用好每一寸土地，把最好的土地留给
最好的企业、最好的项目，使经济发
展更加健康、更有后劲。五是必须处
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六是
必须处理好系统观念和重点突破之
间的关系。七是必须处理好发展和
民生之间的关系。

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关
键一年，也是东方全面发展的关键
一年，做好全年工作至关重要。东
方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准

确把握全年重点任务，突出“八个坚
持”，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坚持
聚焦三大任务，加快推进自贸港建
设；坚持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坚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立足资
源优势，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坚
持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重
塑国际滨海公园城市新风貌；坚持
扛起政治责任，像爱护眼睛一样爱
护生态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大力补齐民生短板；坚持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提高干部
队伍执行力。

（本版撰文/萧淦 彭珊珊）

落实三大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谋划“十四五”东方蓄势出发

1月 5日，中共东方市
委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九次
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审议
通过了《中共东方市委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
东方市科学把握进入新发
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思路和举措，突出东方特
色，回应群众期盼，提出了
“十四五”时期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年均增
长10%以上，力争实现翻一
番的目标。

开启关键5年的新征
程，东方全市上下正紧紧围
绕“建设港产城一体的海南
自由贸易港先行区、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的发
展定位，保持定力、奋勇向
前，加快落实东方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中承担的临港产
业园发展、八所港发展、东方
机场建设三大任务，全力推
动东方经济社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奋力书写国际滨
海公园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
表示，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
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
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
责任感抢抓机遇，变压力为
动力，补短板锻长板，埋头
苦干，奋起直追，将宏伟蓝
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艰巨繁重的脱
贫攻坚和自贸港建设任务，2020年，
东方市走过了极不平凡、令人难忘的
一年。

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东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顶压前行、抢抓机遇，不断提
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
能力和定力，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
行动和实效，全力应对“三个大考”，
奋力答好“三张答卷”，全面拓展新局
面，东方的发展态势和整体形象发生
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一年，东方深刻把握东方区

位、资源优势，凝聚广泛思想共识，厘
清东方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发展思路，
确定了“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先行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的

“两区一节点”战略定位，制定了31项
措施，细化了160条任务清单，绘制了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路线图”“施
工图”“时间表”，确保与中央、省委
的部署要求“同频共振”，奠定东方高
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一年，东方牢牢把握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坚决扛起历史使命，聚
焦临港产业园发展、八所港发展和东
方机场建设“三大重点任务”，推动

20万吨丙烯腈、120万吨石脑油等投
资56亿元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年产
值70亿元的华盛一期完成机械竣工，
实现八所口岸进出口总额 6.4 亿美
元、增长113%，东方航空物流国际枢
纽机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加快积蓄
发展动能。

这一年，东方坚持激励与约束并
重，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工
作执行力明显提升，在脱贫攻坚、疫
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中，以

“硬核担当”诠释了使命初心，展现了
前所未有的昂扬斗志和饱满精神，汇
聚了建设东方的磅礴力量。

这一年，东方拼搏进取、苦干实
干，多项重点工作实现逆势突围，首
次被评选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和海
南省文明城市，高质量通过了脱贫攻
坚普查、国家抽查等多重大考，在全
省大比武中排名小组前列，为我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东方贡献。在
全力应对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海南自由贸易
港开好局起好步“三个大考”中交出
了高分的东方答卷，进一步鼓舞了东
方全市上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看基础 “三个大考”交出满意答卷

展望“十四五”时期和到2035年
的发展目标，东方市在对标全国全省
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认真梳理经济增
长点，综合分析新发展阶段的机遇和
挑战，提出东方市“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经济指标增长速
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
实现年均增长10%以上，力争实现翻
一番；2035年远景目标：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与全省同步走在全国前列，
初步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
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东方，把东
方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
窗口和靓丽名片。

“东方现有产业具有较大延伸空

间、后发优势强劲，且随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深入推进，叠加各项政策
利好，将促进东方经济实现较高速度
增长。”田丽霞说，在征求意见的过程
中也了解到，东方的营商环境和生活
环境不断改善，市场主体普遍看好东
方，东方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都
会大有作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大
有希望。

近年来，东方的综合实力明显提
升，发展质量发生深层次、系统性转
变，呈现出一系列趋势性、关键性的
新特征、新变化，展现出强劲的发展
势头，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布局中的地
位更加凸显。

从机遇看，省委七届九次全会明
确提出打造“儋州—洋浦—临高—昌
江—东方”临港产业发展新优势，东
方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从区位看，东方作为海南西部重要城
市，是区域经济发展活跃的优势地
区，城市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齐头并
进，城市形象和美誉度不断提高，产
业和人口等资源要素正加速汇聚。
从市场看，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改
善，各类市场主体普遍看好东方，越
来越多的企业到东方投资兴业，2020
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7037家，同比增
长13.1%，目前全市共有市场主体3.6
万户。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东方也大有可为。东方是海南面向
东盟国家、南太平洋、印度洋的西南
门户港口城市，位于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地理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和环北部湾城市群内。同时，
东方的港口条件、岸线空间、陆地腹地
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稀缺资源，具有岛
内少有的“陆海空”多式联运系统。依
托良好的区位和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以及临港产业园发展打下的良好基
础，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东
方能够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链接点。

看目标 经济增速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加快落实临港产业园发展、八所
港发展、东方机场建设三大任务，是东
方市落实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国家战
略的“必答题”。为此，《建议》提出，东
方要立足于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围绕
产业链做文章，推进临港产业园创新
发展，引导资本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延
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积极推动油气
化工向精细化工和新材料方向延伸，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推进新
型工业化。推动八所港参与全省“四
方五港”资源整合，坚持与洋浦港联
动，积极开辟海洋新航线，发展八所港
至越南航运业务，适时将航线拓展到
越南及东南亚地区枢纽港口，将八所
港打造成为中国—东盟的区域性国际

港口和海上物流中心。加快推进东方
机场前期工作，力争“十四五”中后期
开工建设，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东方机
场的建设和运营，分期配套建设临空
经济区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经
济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建议》提
出，东方必须进一步调优经济结构，
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加快发展。要做优做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大力发展热带水果、花卉等
特色种植业，推进冬季瓜菜提质增
效，推进畜、禽、水产养殖业转型升
级；要加快发展特色旅游，推动旅游
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休闲度假等

深度融合，打造“醉美落日”景观带，
逐步把金月湾建设成为国家旅游度
假区，完成俄贤岭、仙居谷等热带雨
林资源开发建设；要提升现代服务业
发展水平，培育建设物流园区，推动
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集装箱、冷
链物流等产业发展；要培育壮大高新
技术产业，重点开发国际领先水平的
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并利用金月湾科
创园加快发展生物技术、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

发展就是为了改善和保障民生。
《建议》提出，东方要建设以人民为中
心的宜居宜业宜游国际滨海公园城
市。要以规划保障“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铁路入园进港改线、东方—乐

东高速公路等路网建设，实施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强燃气管
网建设，建设综合立体绿色智慧水网，
稳步推进“千兆到镇，百兆到村”通信
网建设；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
格控制200米海岸带生态红线开发建
设，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要大力推进社
会民生事业，在城区新建义务教育学
校，谋划建设国际学校，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推进三
级医院建设，加快推进安居型商品房
建设；要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大
力推进滨海片区城市更新改造，逐步
把东方建设成为一个“园在城中、城在
园中、城园一体”的大公园。

看举措 打造千亿级临港产业园

看执行 把握好七项原则 突出八个坚持

海南环岛高铁列车穿过
东方市。 陈允武 摄

东方市八所港。冯侬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