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至8月

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6%，较2019年同期增长24.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9.41亿元，累计同比增长34.7%，比2019年同期增长23.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2019年同期增长4.8%

新落户的人才，须提供累计12个月的社保或个税
缴纳记录方可在海口市购买第1套住房，在第1套住房
备案满36个月后，方可购买第2套住房

人才落户方面购房方面的政策调整主要有4项内容

实行全域限购，对外省户籍也不属人才的人员，须
提供累计60个月的社保或个税缴纳记录方可在海口
市购买1套住房

未落户的人才，须提供累计24个月的社保或个税
缴纳记录方可在海口市购买1套住房

离异人士，自离异之日起任何一方3年内购买商
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在我省拥有
住房的总套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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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
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落户的条件为：

●大专及以上学历 40 周岁以
下（其中 985、211 院校的本科及以
上学历为55周岁以下）

●中级专业技术及以上技术
职称、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才
40周岁以下

●先就业再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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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 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刘梦晓 实习生陈昱晗）9月18日，
海口市发布了《关于调整我市购房政策
和人才落户政策的通知》，对海口市购买
商品住房和人才落户政策进行调整，以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人才发

展战略。
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是两大方面，一

是购房，二是人才落户。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经省委人

才发展局等省级部门认定的A、B、C、
D、E类高层次人才及政策实施前已落

户的人才，保持原有购房政策不变。
本次政策微调整，是海口市贯彻中

央“房住不炒”的正向调控，有利于引导
落户人才真正在海口市工作和创业，有
利于海口市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

（更多报道见A03版）

海口调整购房及人才落户政策

本报三亚9月 18日电（记者黄媛
艳）海南日报记者9月18日从三亚市投
资促进局获悉，该市针对招商引资的重
点产业领域和重点产业方向，围绕15个
重点细分产业，探索构建三亚市重点产
业链产业树，罗列产业发展主要路径，筛
选国内外目标龙头企业清单，力争做大
做强全市重点产业链。

当前，三亚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三产
占比过高、二产不强、一产不优的特点，
数字科技、深海科技等产业体量较小，未
形成产业链集聚，缺乏产业链带动效益
强、经济效益高的重大项目。

针对产业发展的痛点问题，三亚
市投资促进局牵头梳理全市招商引资
产业方向，围绕旅游、金融、邮轮游艇、
高端商业、国际贸易、大健康、深海科
技、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含南繁育种和

深海渔业）、黄金珠宝、国资央企、数字
经济、跨境电商、物流、教育、文化、婚
庆等16个重点细分产业，探索谋划重
点产业链产业树，深入研究全市产业
基础与现状，紧盯前沿研判海南自贸
港建设下三亚产业发展机遇，分析三
亚相关产业的要素保障，瞄准重点招
商方向延链聚合，筛选国内外目标龙
头企业清单，多维度多方位推动全市
招商引资产业树的“根基”更加坚固、

“枝叶”更加繁茂，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力争推动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
程，做大做强全市重点产业链，为三亚
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国家
战略高新技术前沿区、自由贸易港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国家现代农科战略
引擎区奠定基础。

目前，三亚已梳理出《三亚市招商

引资产业树目录》，围绕三次产业细化
重点产业。以第一产业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为例，三亚按照特色高效农业发展
方向、计划招商、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生
态链、南繁“产学研”、政策保障、要素保
障等 6大门类梳理出该产业的“主枝
干”，在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方向的“主枝
干”之下，又细化了南繁种业、本地农
业、乡村振兴3个“分枝干”，而后围绕
这3个“分枝干”，三亚细化了南繁种业
的科研、产业服务、“新农业”业态、本地
农业的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海洋渔
业、畜牧业、乡村振兴的农旅结合等系
列“小枝杈”，并在一些“小枝杈”后明确
注明了可依托的展会平台、龙头企业、
专业机构等，切实明晰产业发展路径，
一图读懂三亚产业需求，为全市招商引
资谋划“路线图”。

围绕15个重点细分产业，明确产业招商路线图

三亚探索制定招商引资产业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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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此前是汽车行业
技术革新自我驱动的产物，那么，在如今
全球“双碳”目标推进背景下，如何发展
新能源汽车，已经不仅成为车企甚至是
牵涉到多行业领域的“必答题”。

对早已明确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的
海南而言，不仅自身如何发力引人关注，
如何引领新能源汽车发展风潮更为各界
期待。

在共同愿景下寻求变革，在变革中把
握机遇，在机遇中寻求合作。9月15日至
17日，以“全面推进市场化，加速跨产业融
合，携手实现碳中和”为主题，2021年世
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发表视频致辞指出，当前新能源
汽车已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既面临重
大机遇，也面临技术、市场等诸多挑战。
要坚持创新驱动、跨界融合、市场主导、
开放合作。

一场寻道问策、共商大计的盛会就
此展开。

变革带来机遇
智能化程度更高、续航里程更长的车

型琳琅满目，公交站与充电站“二合一”，
电动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大会会场
所在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技术展览区展
示的新产品新技术令人耳目一新。

创新源于需求，变革激发活力。毫
无疑问，新能源汽车站在了时代产业革
命的“风口”。

会场内，一场场“头脑风暴”上演。
20场会议论坛，上千名全球政产学研精
英，议题涵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车
规级芯片、充换电技术、汽车智能化、智
慧城市、可再生能源等，广度和深度非同
一般。

“‘双碳’战略将引发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推动新能
源汽车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绿色低碳
发展”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普遍认
为，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
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行业变革不仅波
及车企，也与能源、交通、信息等领域息
息相关。

这是机遇。与会嘉宾指出，在行
业变革和中国推进新能源汽车国家战
略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发展为车企重
塑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民
族汽车品牌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新
能源汽车发展已进入市场化阶段，车
企应当主动进行业态模式转型，强化
市场布局。

机遇不仅在车企。做大车用动力电
池产业规模、加速汽车与互联网信息技
术融合、推进交通与城市智能化建设、促
进电动汽车参与电力系统调节、提升风
电光等新能源供给占比……围绕新能源
汽车发展，相关行业代表纷纷描绘各领
域的发展商机。

机遇呼唤合作。《2021世界新能源
汽车大会共识》呼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
推动跨界协同合作，强化国际交流与合
作，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提供安全、
绿色、高效、便捷的智慧交通出行体验，

应对各类挑战。

海南依旧“火热”
中秋将至，海南依旧“火热”。

“对新能源汽车而言，海南市场十分
有前景，我们对此有信心。”东风汽车集
团董事长竺延风表示。

“我们非常愿意在海南扩大投资规
模，计划投资10亿元至20亿元建设充
电网。”特来电公司董事长于德翔说。

本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各界聚
焦海南、看好海南，并不令人意外。早在
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
展规划》发布，海南成为全国首个提出所
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化目标和路线
图的地区，在全国率先提出2030年全域
禁售燃油车的目标。截至目前，海南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达9.1万辆，占汽车保
有量5.6%，占比居全国第4位。

适宜的热带海岛型地理环境、清晰
的规划和目标愿景、独享的自贸港政策
优势等，都是各界看好海南发展新能源
汽车的因素。

在纬湃科技中国副总经理李威看
来，由于没有对传统基建的依赖，新基
建较多，海南在推广新能源汽车时更
容易轻装上阵。如果从规划着手促进
海南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未来，海南
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先头
阵地。

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在城市的示范应
用方面，汽车评价研究院院长李庆文认
为，海南具备省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突
破的条件， 下转A02版▶

合作迎接变革 共享海南机遇
——2021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观察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尤梦
瑜）9月18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四十四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决
定，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
于9月27日至29日召开，会期三天。

主任会议研究了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听取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的调
研报告、关于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
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解决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出入境管理方面存
在若干重要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
省政府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传染病防治
工作专项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汇报、关
于我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跟踪监督反

馈问题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省六
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议案办理意见的
汇报、关于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
议重点督办情况的报告等；审议《海南
省人大专工委提前介入法规草案起草
工作规定（稿）》。

会议经研究提出，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建议议程为：审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反消
费欺诈规定（草案）》；审议《海南自由
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草案）》；审议
《海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审议
《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规
定（草案）》； 下转A02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四十四次会议决定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将于9月27日召开

导读

本报海口9月 18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姚洁斯）今年8月，海南坚持
稳中求进总基调，扎实推进自贸港建设，
努力克服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冲击，科学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经
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全省经济总体保
持平稳恢复态势。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
月18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非房投资占比提高。1月至8月，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6%，
较2019年同期增长24.2%。分领域看，
1月至8月，全省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
开发）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38%，占
全省投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9个百
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1.8 倍；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3.7%；公共服务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9.5%。1月至8月，全省非房地产开发
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18.7%，高出全省
投资增速3.1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
增长37.8%。非房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
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累计保持较快增长，新消
费增长势头加快。8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75.52亿元；1月至8月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9.41亿元，
累计同比增长34.7%，比2019年同期增
长23.3%，市场销售累计增速仍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趋势。

工业经济加快增长，高新产业发展
势头较好。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0.4%，较上月加快4.6个
百分点。1月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2019年同期
增长4.8%。

服务业持续恢复，金融支撑不断增
强。1月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1.9%，比2019年
同期增长21.8%。其中，互联网、软件、专
业技术相关行业等新业态发展势头良好。

清洁能源发电保持增长，生态环境
保持一流水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清洁能源发电13.4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5%，累计同比增长34.0%。1月至8
月，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占规模
以上工业发电量的45.1%，同比提高6.7
个百分点。

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新消费增长势头加快

今年8月全省经济发展韧性凸显

9月18日上午，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组织五指山市毛阳中心小学百余名师生代表走进该支队执勤六中队，开展国防教育。
通讯员 王翔宇 摄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良子）
“呜呜呜……”9月18日上午10时，一
阵阵响亮的防空警报声划破海口城市
上空。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今年9月18
日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纪念日，也是

“全民国防教育日”，海口市内300多台
警报器全部同步鸣响，警醒人们铭记历
史、振兴中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防
观念和人防意识。

截至10时19分，防空警报试鸣结束。
当天，全省各地还纷纷开展“全民国

防教育日”活动。海口市在四个市辖区
政府、远大购物中心等地启动人民防空
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陈设
宣传展板，海口市及各区相关负责人在
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开展国防教育。

（更多报道见A02、A06版）

本报海口9月 18日讯（记者李佳
飞 习霁鸿）以“加快卫星应用产业发展
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为主题的
2021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9月18日
在海口召开，论坛将持续至20日。

依托我国首个滨海发射基地——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的文昌国际
航天城，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点园
区。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也是海南省
重点发展的“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之
一。在国家航天局等有关单位指导
下，海南省政府于2020年11月成功举
办首次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300

余名专家学者、产业精英、驻华大使和
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发展大计，为文昌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社会各
界反响热烈。

近一年来，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内火箭总装测试厂房、卫星总装测试厂
房等主导产业项目开工建设，遥感卫星
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完成可
研编制；“三横五纵”路网工程、产业服
务中心、清华附中文昌学校二期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进展顺利；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等30余家单位签约落户，园区
内市场主体达1300余家；航天城政务
服务中心成立，累计承接省市审批事项
60项，全面推行极简审批，营商环境进
一步优化。

此次论坛由省政府主办，省国防科
技工业办公室、文昌市政府、文昌国际航
天城管理局、海南大学、海南文昌国际航
天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
论坛得到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单位的指导和
支持，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协办。

2021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海口举行

探讨加快卫星应用产业发展

A05A03

全省各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中秋节假日期间
海南全岛多阵性降水

中秋当晚大部分地区
适宜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