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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自贸港 奋进新征程
——2021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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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尤梦瑜 刘操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
幕。“民生”依旧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占据沉甸甸的分
量。政府工作报告在“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中
指出，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着
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实实在在的收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
生动呈现，是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也是
自贸港建设中就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2021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也在“十四五”主要目标任
务中提到，要突出品质为上、特色为要，让广大人民
共享自贸港建设成果。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财政民生支出增速不低于“十三五”，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达到全国中上水平，民生特色项目争创全
国标杆。

“十三五”期间，海南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进
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5年的2.43降至
2020年的2.28，缩小0.15。

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表示：“千
方百计抓好就业工作、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自贸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靠抓好发展来让自贸港发展红利更好地惠
及人民。要通过建设制度体系、强化法制保障来
不断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积极布局产业发展，通过打造一批千亿、百亿级产
业园区，加快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引进市场主体，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吸引更多重大项目落地海南等，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优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薪
酬收入，让大家实现安居在海南、乐业在海南、出彩
在海南。”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莹自创办玫瑰谷以来，以产业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目前，玫瑰谷带动村民上千户，每户收入均
在4万元至10万元不等。在杨莹看来，提高乡亲们
的收入，形成产业发展助农带农的长效机制，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非常重要。作为农业企业，他们也将不
断巩固脱贫成果，打造生态美丽、富裕宜居的幸福家
园，让乡村群众站在田埂上就能望见未来。

“我认为产业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增加村民收
入的根本路径，今年我们玫瑰谷通过农旅改造全
面优化升级，玫瑰产业也将进一步做大规模、提升

质量、形成品牌、
创新建设运营模
式，还将和村民合
作开发玫瑰产业小
镇，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运营，产业
小镇项目建成后村民
收益将由‘地租+就业+
分红’三部分构成，长效
解决农民就业增收问题。”
杨莹说。

全国政协委员，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羊风
极说，近年来，打安镇明确了绿色
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思路，紧密围
绕橡胶这一支柱产业，探索实施橡胶
统管统销统保“三统一”模式，推广橡胶

“保险+期货”“价格收入保险”，在确保农
民增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益智、火龙果等
特色生态农业产业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鼓励
村民养黑山羊、养牛，带动村民就业致富。

对于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羊风极认为，在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希望政府部门能根据
农村发展实际，保持政策稳定，适时延伸推出新的利
民举措，让农村产供销链条更紧密更畅通，让村级集
体经济更壮大，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要强化技能
培训，加大力度提升农业生产者技能水平，培养一批
掌握现代技术的新型农民和乡村技术人员，让这些
人发展新型农业项目，创业增收。

“提高居民收入，必须增加经济活力，提高经济
活跃度，做大‘蛋糕’。”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副主
席、海南省委会主委连介德表示，让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要想方设法让新产业成长起来，释放创业创
造财富的巨大潜力，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广辟税
源，增强财力。经济活力足了，企业、政府、个人的资
源都增加，收入分配改革的腾挪空间就大，老百姓增
收的期望就更容易实现。

“现阶段，就必须坚持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
动和实效，积极稳妥推进自贸港建设早期安排尽快
落地、力争早期收获、早见成效，让海南老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连介德表示。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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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冠哲
鲁先星 黄良乾 谢耀欣 陈奕锦

3月初春，万物生机勃发，全国
两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远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的干部群众，同样关心着
这一场春天的盛会。

3月5日一大早，保亭响水镇什
邱村脱贫户黄洪锋就背着箩筐来到
自家的黄秋葵地里，开始了一天的采
摘工作，地里开着黄色小花的黄秋葵
长势喜人。

黄洪锋告诉记者，“十三五”期
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大变
化，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盖起了两
层小楼，打算今年添置一辆小轿车。
在黄洪锋看来，这些变化得益于保亭
脱贫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扶持黄秋葵
种植产业。

“政府免费发放黄秋葵种苗给农
户，同时定下收购保底价3元/斤。”
黄洪锋说，在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
2018年仅靠种植黄秋葵，他就赚了
十几万元，这也让他对这项产业越来
越有信心。

同时，保亭持续发展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以龙头企业带动村民增收。
收购加工黄秋葵的保亭七彩庄园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当地发展黄秋
葵产业的龙头企业。据介绍，该公司
在保亭全县设有11个收购点，实现
黄秋葵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管
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带动了保亭
县响水镇和新政镇4000多户农户、
800多户脱贫户通过发展黄秋葵产
业实现致富增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
定发展和农民增收。“‘十四五’期间，
希望脱贫地区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也
希望政府继续抓好农业生产，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黄洪锋说，他会继
续扎根田野，用十足的干劲让日子越
过越红火。 （本报保城3月5日电）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定
下
五
年
目
标

产
业
经
济
活

百
姓
钱
包
鼓

展望“十四五”·我听报告绘蓝图

保亭响水镇什邱村
脱贫户黄洪锋：

致富增收
有信心有干劲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多
次提到海南自贸港，明确提出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3
月5日上午，当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
亚学校（以下简称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校
长宓奇看到手机上弹出的推送消息时，脸
上露出自豪与喜悦。

“作为一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见证者
和参与者，这让我深受鼓舞，也更坚定了
我扎根海南、为海南教育事业作贡献的决
心。”宓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6年，三亚按照“一区一名校”的
规划，在海棠区布局建设人大附中三亚
学校，时任人大附中校内副校长的宓奇
接到任务，赴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担任校
长职务。

注意到海南的飞速发展，了解到当地对
优质教育资源、各类人才的渴望后，宓奇毫
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在他看来，“能够
来到三亚这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办学，是
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且浪漫的事情。”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从筹办到开学、
从课程设置到师资配备，都得到了省市两
级有关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宓奇坦言，作
为三亚引进的教育类人才，他亲身体会到
海南这片热土对人才的满满诚意，也希望
能为海南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学校的“掌舵人”，宓奇在办学理
念上有着深刻的思考：不仅要将人大附中
的办学理念在三亚“移植”后再“萌芽”，更

重要的是探索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基础
教育体系。

“海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而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都离不
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宓奇认为，人
才培育，既要重视“天边”，也不能忽略

“身边”。
“目前在岛内生活成长的孩子，未来

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坚力量。”宓奇认
为，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思考和
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前景和方向，
聚焦现在和未来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
因势利导更有方向性地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储备人才。

翻开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为学生定制
的特色课程，不难发现，这些行业导向类
课程与社会发展实际、海南建设需求结合
得颇为紧密。“围绕航空航天产业，学校设
计了‘问天’课程群，希望以此引导学生有
意识地累积行业知识，将学生的视角由地
面拉向太空。”宓奇说，学校还招聘了一批
具有机械工程、天文学等专业背景的教
师，为学生提供更加高质量、专业化的指
导，打开孩子们的兴趣之窗。

“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以及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的目标，我们将充分发挥人大附中
本部对三亚学校引领和带动作用，进一
步完善校园硬件建设、选优配强师资力
量，探索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基础教育
体系。”宓奇说。 （本报三亚3月5日电）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校长宓奇：

探索海南特色
基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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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民生支出总额6381.9亿元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5%

比“十二五”时期提高3.6个百分点

我省民生支出占比位居全国前列

城乡居民收入比

从2015年的2.43

降至2020年的2.28

缩小0.15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累计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62.93万人

超额完成“十三五”就业

45万人的目标任务

城镇登记失业率

保持在3%以内

低于4%的控制线

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继续扩
大，就业人数占比自2018年起

稳定在50%以上

相比“十二五”末

全省技能人才总量

增加 12.29万人

高技能人才数量

增加 1.5万人

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保人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参保人数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分别比“十二五”末

增长22.18%

15.57%

17.65%

29.28%

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镇就业占比稳步提升，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
增多，区域就业结构更趋合理

职业技能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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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市铺前镇铺龙村的椰壳加工厂，
工人师傅在加工椰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新春纳才，名企相约”招聘会吸
引众多求职者应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位于海南万洋高速公路西庆互通旁边的儋州绿元素三角梅基地，脱贫户在修剪三角梅盆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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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