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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儋州：做大经济总量 扛起西部中心城市担当

近5年来，儋州市积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贯彻极简审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
提供免费邮寄证照业务，不断提升投资者开办企业
满意度，让“放管服”改革红利惠及更多办事企业和
市民。2016 年至今，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68962家，其中2021年以来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6641户。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儋投资者接连点赞。
海南港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香港客商投资
企业，今年3月在儋州注册登记，公司负责人张景
发表示：“在儋州办理商事主体登记业务体验良
好，在‘海南e登记’上就能完成全部操作。如果嫌
麻烦，可以通过免费邮寄领取营业执照，又快又方
便。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对公司未来在儋州的发
展充满信心。”

“工作人员中午加班为我们办理业务，上午过
来，下午就办好了。这样的效率值得点赞。”近
日，儋州屯兴沙虫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
博文到市市场监管局光村所办理设立登记农民专
业合作社手续，同行年龄大的合作社成员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操作，儋州市场监管局光村所工作人
员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后，帮助办事群众协调解决
困难，顺利完成合作社登记手续，热情的服务令农
民心里备感温暖。

近5年来，儋州市消费市场如同春天百花齐放
的百花园，姹紫嫣红。在一系列惠企惠民政策的激
励下，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等经济新业态渐趋成
熟，新兴消费业态活力释放，市民多元化的消费观
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刺激儋州消
费经济提质上档。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儋州市累计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9.58亿元，年均增长率
7.2%。特别是2020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影响，但消费市场“逆势”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99.64亿元，同比增长0.6%，当年一季度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全省第一。

政策回应民众需求，多业态助消费增长。近5
年来，儋州市开工建设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欧亚城
综合体等一批消费重点项目；建成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鼎尚时代广场-名都天街消费商圈；滨海新区
旅游产业园基本建成，能住万人的亚洲最大规模酒
店欧堡酒店开业，五国温泉城、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婚纱摄影等一批消费场所即将对外迎客。儋州出
台一系列惠企惠民政策，海鲜广场、夜市美食街等
经济体涌现，激活消费源头活水，拉动经济发展，提
升企业对营商环境优化的满意度、群众生活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儋州市抢抓机遇，提升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抓好旅游项目建设，强化旅游推介，优化
旅游市场，提升旅游质量，有序促进旅游业持
续健康发展。儋州本土特色的旅游文化、美食
文化和农特产品文化等旅游品牌越擦越亮，越
叫越响。

2021 年端午节假期，儋州市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举办 2021 年第 5届北部湾
（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暨东坡文化旅游
月、2021年儋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暨儋州非遗购物节等系列文旅活
动。全市接待游客 14.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26%，其中接待一日游游客8.23万人次，同比
增长 142.06%。全市旅游收入 5729.37 万元，同
比增长79.16%。

5 月 3 日，在儋州东坡书院看到，游客有序
排队并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佩戴口罩进入景
区，畅游东坡书院的载酒堂、钦帅泉、春牛石雕
等景点，聆听东坡故事，感受千年东坡文化魅
力。“我特意从北京来，目的地就是儋州东坡书
院，这个地方传统文化气息浓郁。”北京游客李
凌波说，苏东坡当年留下的足迹，用一个书院的
形式浓缩，在这里能追寻苏东坡足迹、感受苏东
坡文化。

在海南热带植物园内，树木高大茂盛，种满
奇花异草和珍奇树种，游乐区开设空中玻璃漂
流、彩虹滑道等“网红”项目。2021年端午节假
期，海南热带植物园联合欧堡酒店，推出毕业游
等多样式套餐活动，吸引海囗、三亚等周边市县
的游客。 （撰文/李珂 韦雪梅 覃凯 羊文彪）

漫步儋州市那大镇主城区中
心商务地段的街区，一栋高楼格外
显眼，那是总投资3.8亿元的福安
大厦，23层高的主楼按期封顶，正
在内部装修。福安大厦是高端商
务写字楼，总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
米，“儋州没有供总部企业办公的
高端写字楼，福安大厦将填补这一
空白，海南福安集团总部也将迁到
儋州。”投资方海南福安集团总裁
庄志辉说，福安大厦将建设成为儋
州市主城区地标性建筑，商业化工
作平台，为上百家企业提供高端办
公场所，推动儋州总部经济发展。

这是儋州市委、市政府着眼长
远发展，围绕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发展目标，布局重点项目，完善
城市功能，加快城市更新后出现的
新景观。

近5年来，儋州市上下一心，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紧抓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战
略机遇，紧紧围绕建设海南西部中
心城市目标，凝心聚力、务实创新、
真抓实干，全力推进“五大中心”建
设，做好“四篇文章”，以“一天当三
天用”的干劲和“干一件成一件”的
韧劲，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发展，综
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市民充分享受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圆满完成“十
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扛起儋州担
当、作出儋州贡献。

“十三五”时期，儋州市委团结
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
聚力、拼搏进取，集中精力办成一
件件大事，解决长期想解决而未解
决的难事，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市委书记袁光平说：
“始终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注
重效率、效果、效益，大力发扬斗争
精神、特区精神、椰树精神，不断做
大经济总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
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好
民生工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敢
闯敢试、大胆创新，主动找准在建
设海南自贸港中的位置，踏踏实实
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以崭
新形象和饱满精神状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项目19层住
院大楼、综合大楼、感染住院楼、住院医
师规培楼、实验中心楼等主体建筑基本
完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项目2018
年 12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7.3 亿元，总建
筑面积 9.5 万平方米。医院负责人方锋
凯说：“三期项目建成后，医院建筑总面
积将达 20 万平方米，住院病床达 1600
张，将成为海南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环境
最好的综合医院。”这是儋州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给广大市民带来
医疗条件的改善，并惠及海南西部其他
市县居民的新成就。

近 5年来，儋州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
目标。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63.7
亿元，年均增长5.9%，比“十三五”目标增
加 28.7 亿元。2021 年一季度，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87.21亿元，同比增长14.9%；固
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12.6%；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2%；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1.7%；城乡常住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9.1% 、
18.8%。

财税金融快速增长，“十三五”期间，
儋州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近5年来，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86.17亿元，年均
增长11.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03亿元,年均增长率13.6%。

一直在外地务工的原蓝洋农场22队
职工杨勇，1年前返乡务工，在儋州莲花
山文化景区当保洁员，年收入比在外地
打工增加1万多元。他说：“在家门口打
工，月收入近 3000 元，有五险一金。这
是儋州经济社会发展给群众带来的福
利。”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原

蓝洋农场大量开采石灰矿，植被严重破
坏、林地涵养能力严重退化、生态环境受
到破坏。儋州市委、市政府支持海垦旅
游集团产业调整规划，对废弃矿山进行
生态修复，打造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莲花
山文化景区，种 3万余棵树，铺 200 余亩
草皮，荒山披上绿装。莲花山文化景区
被评为4A级景区，是儋州市持续优化经
济结构的成果。

近 5 年来，儋州开工建设滨海新区
旅游产业园、海南电影学院、市体育中
心“一场两馆”等重点项目 379 个，与全
省同步集中开工 11 批共 68 个项目，总
投资达 193.42 亿元。

儋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给市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实体经济暖意浓浓，为就业创造条件；创
新创业热潮持续，为就业拓宽渠道。近5
年来，累计完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41万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6.57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控制在3.17%以内。
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5170元，年均增长率7.4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720元，年均增长率
8.36%。

2021 年是“十四五”时期开局之年，
儋州市锚定 2035 年远景目标，坚持守正
和创新相统一，规划到 2025 年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迅速做大，发展
质量大幅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全省领
先，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的占比与儋州
的人口、土地、资源份额相匹配。地区
生产总值实现年均增长 10%以上，争取
翻一番。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培育
壮大，新型工业化实现新突破，市场主
体持续大幅增长，产业整体水平和竞争
力显著提升，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现代化
经济体系初步建立。

儋州市委、市政府通过重点项目投资拉动经济
增长，补短板，惠民生，改变城乡面貌，增强海南西
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近5年来，儋州市坚持把项目作为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
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展
以来，儋州市与全省统一集中开工项目共14批78
个，总投资236.54亿元，涵盖公共服务、医疗、教育、
文化、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消费等领
域。目前，所有集中开工项目正有序推进。

城市更新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改
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儋州市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2020年5月，总投资23.17亿
元的那大镇王桐王龙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规划用
地面积796.87亩，涉及征拆建筑面积约18.14万平
方米、452户，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拆迁户主动签
约，王桐村村民张景是第一个签约的拆迁户，他支
持政府改造城中村，“希望把王桐村建设得更加美
丽，盼望村民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6月18日，在那大镇伏波东路南侧的城市更新
重点项目安越·风华安居工程工地看到，塔吊林立，
工人正在忙着绑扎钢筋，搭支模架。安越·风华安
居工程是儋州市第一个新建安居型商品住宅项目，
将打造成为儋州住宅工程的一大亮点，成为引领儋
州住宅市场的标杆，该项目总投资5.6亿元，总建筑
面积为10.12万平方米，建设5幢安居型住宅楼共
780套房，车位654个。

走进第二批集中开工的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干净整洁、环境优美
的厂区，从高处望去，白色的花园式厂区在丽日蓝
天下特别显眼。“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占地130
亩，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分二期建
设，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6.4亿元，设计规模为日处
理生活垃圾10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36.5万吨，年
发电量1.3亿度，年上网电量1.09亿度。”市环境卫
生管理局局长陈豪说，项目投产后解决分类后的其
他垃圾最终无害化处理问题，从垃圾到绿色电能，
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多
次深入项目一线调研，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速度。抓
好项目落地工作，儋州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市
85.74%的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不见面审
批”，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压缩项目的评估评审
时间至7个工作日以内。委托安永咨询公司对儋州
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制定有针对性优化提升措施。
制定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工程项目联审联
批、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等新制度新办法，优化
项目审批流程，缩短项目审批时间。建立“一个项
目、一名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套工作班子、一套
工作方案、一抓到底”的“六个一”项目推进服务机
制，为企业和客商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全力服务重
点项目建设。

当好洋浦发展“助攻手”，根据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安排，儋州市做好服务和保障，支持海南自贸
港先行区更好发挥先行作用。同时，注重与洋浦的
联动发展，主动融入洋浦，打造海南自贸港港产城
一体化示范区。加速滨海新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全力服务洋浦经济开发区，加快建设海南西部服务
中心。

2021年初，儋州市滨海新区滨海二道通车，双
向6车道的沥青路面平整，5排绿化隔离带种好椰
子树、花草，景观美丽，全长8.744公里，红线宽55
米，总投资8亿余元。儋州滨海新区管委会有关负
责人说：“这一主干道的通车，极大地改变儋州滨海
新区的交通状况，拉开滨海新区的框架，将更好地
服务和保障海南自贸港先行区。”1月13日，滨海新
区配套市政道路项目的7条市政道路，同时开工建
设滨经路、滨经二路、滨纬二路、滨纬三路、滨纬六
路、滨纬七路和滨纬十路，全长共17.72公里，总投
资18.9亿元。儋州统筹建设资金53亿元，加快滨
海新区医疗、教育等城市配套项目建设，不断提高
滨海新区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总投资16.3
亿元的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开工后进展顺利，开始
病房楼等主体建筑桩基施工。即将在滨海新区开
工新建一所全日制的高规格、高标准完全学校，含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总投资10亿余元。

经济稳定运行 惠及广大市民 项目建设加速 增强发展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 消费经济活跃

“十四五”期间，儋州将强化产业资源要素吸引和配置能力，不断增强
产业集聚功能，打造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高效农业，
推进“儋州—洋浦—临高—昌江—东方”临港产业带建设。将以滨海新区
旅游产业园为引爆点，打造西部旅游黄金圈，推动旅游国际化、品质化，打
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新高地，
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增长极，实现旅游业增加值突破百亿元。

展望“十四五”

数说儋州

近5年来

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2020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63.7亿元，年均增长5.9%
比“十三五”目标增加28.7亿元

2021年一季度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7.21亿元，同比增长 14.9%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1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1.7%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1%、18.8%

投资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86.17亿元，年均增长 11.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03亿元,年均增长率 13.6%

就业

累计完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41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6.57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控制在3.17%以内

消费

累计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9.58亿元，年均增长率7.2%

2020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9.64亿元，同比增长0.6%
当年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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