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网民规模达 763.53 万人，

较2019年底增长 12.3 万人，增速为

1.6%

海南省网站数量达2.8万个

年增长0.4万个

增幅为 16.7%

海南省已备案网站主体 1.9万个

平均每个网站主体拥有网站 1.47个
较2019年提升0.21个

截
至2

0
2
0

年
底

2 互联网基础资源不断发展

其中

●微信以82.8%的移动用户

覆盖率位居榜首

●手机淘宝以50.7%位居第二位

●抖音以48%居第三位

1 全省网民规模扩大

扶贫优惠惠及21.6万用户

累计让利总金额达5702.7万元

2020年
1月-12月海

南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运
行
情
况

我省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07.5
亿元，同比增长2.8%

我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1146.6 亿

元，同比增长31.2%，同比增速比全国平

均水平（28.1%）高3.1个百分点

分享本版内容请扫二维码
（见报当日8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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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基站建设进度超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网民763.53万人

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运行及互联网发展情况

在PC端
2020年，海南省综合搜索类网站以

99.1%的用户覆盖率位居各类网站首位

在移动端
视频服务类的用户覆盖率占据第一

位，所占比为 96%。海南省网民最常使

用的APP应用主要以即时通讯、移动购
物、短视频服务为主截至2021年3月底

●我省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 1137.4万户

●5G终端用户总数为 199.7万户

●光纤接入用户数为364.3万户，占宽带用户总数

的比重为97.4%，占比全国排名第3位

5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电信和信息
社会日”。5月16日，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海南信息通信行业运行及互联
网发展情况。2020年以来，全省信息通信行业
狠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优化、5G新
基建、工业互联网发展、应急通信保障、电信业
务开放等一批重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发布会透露，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全省各市县累计开通5G基
站7863个，2021年新增开通532个，全省5G
基站建设进度超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
省已基本实现乡镇、行政村4G网络全覆盖。截
至2020年底，海
南省网民规模达
763.53万人。

亮点面面观
1 电信业务总量保持增长

截至2021年3月底
我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为885.4万个，同

比增长 10.4%，增速排名全国第7位。

广告·热线：66810888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1〕7号

经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安排项目为石油化工新材料
产业，根据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该地块出让控制
标准投资强度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300万元/亩，年度税收
指标为30万元/亩。(二)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
关规定执行。(三)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与东方市工科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三、、竞买注意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
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
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05月19日至2021年06月18日到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及向东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06月18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06月18日17:00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
间：：2021年06月08日08:00—2021年06月21日09:00；挂牌现场会

时间：：2021年06月21日09:00；(五)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七)确定竞得人后，
竞得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
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
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八)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
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
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
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
税费。(九)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
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十)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
费，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十一)其它事项：
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
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
//www.landchina.com。联系人：陆先生 陈先生。联系电话：
0898－25585295、18976211911。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5月17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0-23号

备注

土地位置

东方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滨海南路东侧

备注：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为416518.6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

地块面积

417138.8m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5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50年

竞买保证金

10638万元

挂牌起始价

10638万元

全省各市县实现4G网络全覆盖

全省 195个乡镇的4G网络覆盖率、互

联网固网宽带接入比例达到 100%
全省 2644 个行政村中通光纤、通4G

比例达到 100%

2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
5G投资不断增加

2020年
海南信息通信行业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3
亿元，同比增长4.5%

3 光网建设能力不断提升

目前，全省各市县累计开通 5G基站 7863 个，

2021年新增开通 532个，全省5G基站建设进度超全

国平均水平
基本实现海口、三亚和琼海（含博鳌区域）主城区

室外覆盖，其他市县主城区热点覆盖，医院、学校、重点
旅游景区等5G应用场景全覆盖。

4 5G基站全省规模部署

5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基本稳定
5G用户增长迅速

6 电信普遍服务不断深入，城乡鸿沟缩小

7 提速降费效果显著

9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增值电信企业快速增长

网络提速方面，我
省光纤用户占比从

2015 年的 50.1%提升

至2020年的80.8%

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电信业务审批制
度，实现全流程不见面

审批，审批时限由60日
缩短至8个工作日

增值电信业务企
业数量持续增长，经营
增值电信业务企业共

计 2598 家，新增 916
家，同比增速 140.3%

推进通信
设施备案“一站
式”服务，开展
适老化服务

8 精准降费有效助力网络扶贫

海
南
互
联
网
发
展
情
况

我省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9.6
亿元，同比增长 10.1%，同比增速较全国

平均水平（6.5%）高3.6个百分点

我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324亿元，

同比增长29%

2021年
1月-3月

2021年1月-3月
海南信息通信行业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9.8 亿元，同比增长 58.5%，

比全国平均水平（6.4%）高 52.1 个
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5位

完成 4G 投资 3.7 亿
元，完成 5G 直接投
资11.9亿元

其
中

完成 4G 投资
3243.9 万元，
完成 5G 直接
投资4.7亿元

其
中

当前

截至2020年底

在资费下降方面，2020年，我省固定
宽带和手机流量平均资费较2015年下降

33.2%和 96.1%，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

均资费较2019年底下降45.4%和32.8%

在年龄结构方面，以30
岁以下群体为主，其中以19-
24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

高，占比为27%

在职业结构方面，以在校

学生人群为主，占比达 19.2%

在学历结构方面，大学本
科学历网民为主要人群，占比

达47.4%

3 综合类搜索网站受用户青睐
微信为最常使用APP

其
中

截至2020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