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 防控

今年第一季度

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03元
同比名义增长 18.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3%

一季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同比增长 14.6%
一季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同比增长33.6%

两大主要增长动力

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
贡献率

34.0%

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
贡献率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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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村（社区）“两委”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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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8.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老乡的钱袋子更鼓了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廖忠芳

“西瓜小集市”一开张，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晋文村村民梁
荣娃便迎来“开门红”。

4月21日，在灵山镇乾坤商
业广场前，由镇政府出资打造的
31个西瓜货架统一编码、整齐摆
放，当地农民集中在这里卖西
瓜，形成“西瓜小集市”。

“我们的晋文西瓜，长在南
渡江边，个大且甜！”梁荣娃一边
卖力吆喝，一边接待顾客，忙得
不亦乐乎。近段时间，她每天都
能卖出数百斤西瓜。

5亩地种西瓜，预计产量1.5
万斤，不到一个月就能全部卖
完，今年的首笔收入至少有3万
元——这是梁荣娃的“小账本”。

2021年第一季度，海南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26元，同
比名义增长11.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13.2%。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50元，同比名义增长9.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03
元，同比名义增长18.6%，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3%——
这是海南的“大账本”。

如何看懂居民收入增长的“账
本”？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第一季度，海
南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在疫
情背景下经济加快恢复，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19.8%。在经济强劲

复苏的驱动下，海南居民收入增速
延续了从 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的
逐渐回升趋势，呈现出持续稳定恢
复的态势。和 2019 年第一季度相
比，海南全体、城镇、农村居民收入
分别增长11.6%、9.6%、15.9%，两年

平均增速分别为5.6%、4.7%、7.7%，
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呈现正常平
稳增长的态势，基本消除了疫情对
居民增收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第一季度
海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从四大项收入来看，
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和经营净收
入快速增长是推动海南农村居民
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对收
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4.0%、
64.6%。

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工资和经营收入贡献率大

每个人的“小账本”，都记在海
南“大账本”中：海口市美兰区大致
坡镇金堆村，村民冯所勇告别破旧
不堪的老屋，住进敞亮的新房；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毛朋村，
村民王晓敏在干部帮扶下种了 6
亩黄秋葵，预计每年能有五六万元
的收入……

细看收入来源，定安居民陈青
蔓发现，工资收入最高，“目前我接
到的月嫂客单，报酬都在13800元
到 15800元之间，可观稳定的收入
让我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也改善了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条件……”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
关负责人分析道，农村地区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稳步
推进，农民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力度
不减，各级党委政府千方百计增加
农村居民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农民
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第
一季度海南外出从业人员平均月
收入同比增长 25.1%，这些因素推
动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同比增长14.6%。
同时，农村外出劳动力不断增

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向非农
领域转移，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
显示，2021 年第一季度海南农村
外出从业人数大幅增加，外出劳
动力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
明显增加。

农村外出从业人数大幅增加 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4.6%

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村民莫泽
波目前在村口经营着一个小卖部。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
展，生意好时他日收入可达千元。“村
庄变漂亮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开
起了农家乐、酒吧、民宿，我的销售收
入也越来越高。”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和旅游市
场兴旺促使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关负责
人解释，2021 年第一季度，海南冬
季瓜菜产销形势较好，价格在高位

运行，生猪出栏量加快恢复，鸡、
鸭、鱼等部分农牧渔产品价格上涨，
一季度海南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同比
增长 21.7%，这些因素推动我省农
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同
比增长 24.8%，有力支撑一季度农
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
33.6%。

其中，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比较
明显、产销两端同时发力，促进海南
农民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
是农民家庭经营净收入显著增长的

主因。2021年第一季度，海南农产
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为121.1，其中农
业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达134.4，尤
其是冬季瓜菜作为一季度海南农民
出售的主要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涨幅
达39.4%，有效促进了海南农民第一
产业经营增收。

此外，农村生产生活回归正轨，
城市居民外出旅游需求爆发式增长，
今年春节期间乡村游、短途游火爆，
促进农村居民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
大幅上涨，是今年第一季度我省农民

家庭经营净收入大幅增长的重要因
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海南农村居民第三产业经营净收
入同比增长45.2%。

“今年以来，海南蹄疾步稳推
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全省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居
民增收取得开门红，为实现全年居
民增收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国
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关负责
人说。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农业生产和旅游发展势头好 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33.6%

海南“金色健康码”上线
快来解锁你的“金钟罩”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肖亚梅 刘湃）5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大数
据管理局获悉，为鼓励广大群众接种新冠疫苗，海
南健康码全新升级，凡在海南接种新冠疫苗的群
众，其海南健康码将穿上“金钟罩”。

据悉，通过与省卫健委疫苗接种数据互联互
通，省大数据管理局对海南健康码系统进行升
级。升级后，在海南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其海南
健康码将同步展示接种的详细信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资料显示，群
众接种完新冠疫苗后，人体会产生保护性抗体，让
人体产生细胞免疫，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这相当
于为人体戴上了抵御新冠病毒的“金钟罩”。

目前，已在海南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只需打
开“码上办事”APP或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码
上办事”小程序并点击进入，即可解锁“金钟罩”健
康码。具体表现为绿码周边加上金色边框，左上
角显示针剂和盾牌，这些标识表示持码者受到新
冠疫苗保护。

此外，海南健康码系统已完成新冠疫苗、核酸
抗体信息、出发地健康信息自动整合工作，群众无
需逐一手动填报，一次亮码即可完成多重检验。

澄迈举办
妇女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研讨班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吴万少）5月10
日，澄迈县2021年妇女干部能力素质提升专题研
讨班在四川省成都市开班。澄迈50多名优秀妇
女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7天，培训内容包括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经验启示》《十九届
五中全会会议精神解读》《女干部的领导力架构与
提升》和《妇联组织的改革前瞻——新时代妇联工
作改革与创新》等专题教学。学员们还将前往成
都百扬大厦——“妇女之家”楼宇妇女联合会、蓉
城女性乡村振兴——“指尖的爱·居家灵活就业示
范基地”、“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遗址等地参
与现场教学活动。

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澄迈妇女干部的政治
站位，帮助她们提升理论水平、增强工作本领。

本次培训由中共澄迈县委组织部、澄迈县妇女
联合会主办，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培训 提升

我省部署开展“治理涉企收费”专项行动

从严从重查处
电价“乱收费”违法行为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夏方禹娃 实习生范平昕）为推动海南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安排在全省
开展“治理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将持续半年左右。期间，我省市场
监管部门将联合医保、卫健、住建、交通、公安、水
务和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社会和企业反映较为
强烈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交通物流、水电
气暖公用事业和商业银行等领域，大力查处2020
年以来发生的违规收费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和群
众的不合理负担。

在中介机构收费方面，相关部门将重点查处具
有一定行政资源和垄断性的中介机构借助行政权
力或行政影响力的违规收费行为。在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方面，相关部门将重点查处具有法定职责、
承担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职能、与政府部门尚未
脱钩的行业协会的强制入会强制收费、利用法定
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通过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收费、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只
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等行为。在水电气暖
等公用事业领域收费方面，相关部门将督促供水
供电供气企业全面梳理自查现行收费项目和标
准，停止收取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纠正强制性收
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重点检查转供电环节电价
政策执行情况，从严从重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电
价“乱收费”违法行为，全面完成转供电主体收费
行为规范工作。

乱象 治理

昌江84个村（社区）
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

本报石碌5月11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卢彬）
5月9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
七叉村举行第九届村民委员会选举
大会，顺利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班
子，这也标志着七叉镇在昌江率先完
成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至此，昌江已完成84个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选举，19个村、居委会换届
选举。

据介绍，最近七叉镇9个村“两
委”换届，9个村共投票推选“两委”干
部56人。对比上一届村“两委”班子，
新选出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学历、年
龄实现“一升一降”，在新一届45名村
党支部成员中，33人有大专以上学
历，20人年龄在40周岁以下。

据了解，截至 5月 9日，昌江已
完成4轮候选人选县级联审，对133
名联审发现问题的候选人初步人
选，分别作出同意提名、同意平级提
名、同意降级提名、不同意提名的联
审意见。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5月11日上午，看着雪花地瓜被
一筐筐卖出去，定安县定城镇平和村
村民王兰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丰收本是件大好事，可就在几天
前，包括王兰在内的平和村的地瓜种
植户却有些高兴不起来。因为地里已
经成熟的雪花地瓜遭遇了销售难题。

“为销路发愁啊！”平和村村干部
吴育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平和村种
植的雪花地瓜口感软糯，煮熟后自带
一股板栗香气，近几年已成为定安的
一种特色农产品。在吴育发和多名
村干部的带动下，目前平和村雪花地
瓜种植户有近100户，雪花地瓜种植
面积超300亩。

“酒香也怕巷子深。”吴育发叹了
一口气，他告诉记者，往年到了5月
会有不少收购商到村里收购地瓜，但
今年不知是什么缘故，提前联系好的
收购商都没来。“看着农户们发愁，村
干部心里也着急。”5月初，吴育发将

这一情况向定城镇政府反映。
“为了尽快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我们发动本镇的党员干部发布销售
雪花地瓜的信息，当起‘卖货郎’。”定
城镇委宣传委员许嘉介绍，该镇一名
干部第一时间联系上杭州一家团购
供应链公司，该公司负责人韦杨品尝
过雪花地瓜后立即明确了收购意
向。“没想到定安雪花地瓜口感这么
好，颜值还高，这类农产品在市场上
并不多见，一定会受到高端消费者的
欢迎。”韦杨对记者说。

寻到了销路，签下了订单，农户
们的干劲也足了起来。割藤、采挖、
分拣、装箱……近几天，大伙在田地
里忙个不停，看着满地的新鲜地瓜被
装车运走，农户们打心眼里高兴。仅
用时3天，平和村就售出雪花地瓜近
1.4万斤，实现销售收入2.7万余元。

“我们还通过发布短视频的形式，
在互联网上推销雪花地瓜，这几天不
少电商平台来电表达了采购意向。”韦
杨笑着向记者分享了这一好消息，他

也希望可以与平和村进行长期合作，
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定安美食，共同
打造定安雪花地瓜这一品牌。

“真没想到线上销售的效率这么
高，看来我们党员干部还要多多琢磨

互联网营销技巧，带着村民拓宽致富
路！”吴育发告诉记者，下一步，平和村
将继续扩大雪花地瓜种植面积，并建
立稳定的销售渠道，用心打造定安雪
花地瓜品牌。（本报定城5月11日电）

定安定城镇发动党员干部帮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3天卖出雪花地瓜近1.4万斤

我省启动
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夏方禹娃 实习生范平昕）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
《海南省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决定自今年5月至2023年底在全省范围
内实施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方案》明确，要将肉制品生产作为食品安全
监管重点，在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继续加
强质量安全监管，力争到2023年底，肉制品生产
企业的监督抽查考核覆盖率和企业主要负责人、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率达100%，食品安
全自查率达 100%，自查发现风险报告率达
100%。肉制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更加
完善，鼓励大中型肉制品企业建立 HACCP、
ISO22000等先进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升食品
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食品 安全

5月11日，平和村村民在将雪花地瓜分拣装箱。通讯员 黄荣海 摄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公园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在修筑公园栈道，并栽种树木。该项目
建成后，将与滨海公园一期连为一体，成为洋浦东部生活区的滨海“生态廊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打造东部生活区
滨海“生态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