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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期间，
海口龙华区交出亮眼成绩单——

A
在全面开启“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节
点上，
11 月 27 日，
中国共产
党海口市龙华区第八次代
表大会开幕，
翻开海口市龙
华区过去五年的
“成绩单”
，
令人备感欣慰和振奋。
五年来，
龙华区在省委、
海口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
区上下勠力同心、
开拓创新，
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
不断
掀起苦干实干的工作热潮，
交出一份发展势头好、城乡
变化大、
创新活力增、
人民实
惠多的亮丽
“答卷”
。
五年时间，
龙华城区发
展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提档
升级，
旧貌换新颜；
市民的腰
包鼓了，
获得感更强……
五 年 时 间 ，龙 华 区 厚
积薄发，从容展示着科学
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
至上的温度，体现着品质
优先的态度。
过 去 的 五 年 ，海 口 市
龙华区砥砺奋进、步履铿
锵，顺利完成第七次党代
会确定的各项主要任
务。如今，站在“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点上，龙华区
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
加坚实的步伐，主动作为、
担当进取，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B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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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2021 年——
预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700 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8 亿元
城乡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39490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6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五年累计完成 1266 亿元
新增常住人口 13.9 万
比
“十二五”
末增长 21%
累计新增市场主体 10.9 万家
是
“十二五”
时期的 3.6 倍

生态

龙华区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构建全民防疫屏障。

三色风险防控大数据分析平台”
，
12345 热线工作
用水水质达标率、适龄儿童在学率、五重医疗保
考核连续三年在四个区中排名第一，
获中国社会
障覆盖率均达到 100%，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
科学院
“治理决策创新奖”
；
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
现；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阶段性成效，实现全省四连冠，获“全国法治县
兴有效衔接，扎实开展“三清两改一建”
“厕所革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
两次捧回全国社会
命”
等工作，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项
“长安杯”
。
五年来，龙华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五年来，龙华区牢记“全面小康”庄严承诺，
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落实
坚持精准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相结合，脱贫攻坚 “五级书记”齐抓防控，扎实履行“四方责任”，严
取得历史性成就。贫困户产业帮扶覆盖率、饮
格落实
“四早”
防控措施。

列。产业现代化、高端化、集聚化发展初步形
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经济效益和核心
竞争力明显增强，
“3 + 1”主 导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重达到 80%。
深化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营商环境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在金融创新、产业导入、管理体
制等方面形成一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力争服
务贸易年均增长 10%以上。
产业体系建设形成新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取得重要突破，打造数字经济千亿产业集群，逐
步形成现代金融、商贸物流等五百亿产业集群，
培育文化旅游百亿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 500 家，
每万人专利拥有量超过 17 件。
全域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有序推进“碳
达峰”和“碳中和”，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循环产
业 结 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继 续 保 持 全 国 领 先 水
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 98%以上，地表水
全部达到或好于国家Ⅲ类标准，辖区黑臭水体
全部消除，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
增强，
森林覆盖率保持 39%以上。
城乡居民福祉得到新提升。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90%，城市更安全、更宜居、更韧性、更
智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3%以内；每千人拥有执
业（助理）医师达到 4.5 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1
岁。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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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8%以上
地表水国控断面和近岸海域水质达标率 100%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农村改厕任务完成率 100%
完成造林面积 4300 余亩

民生

发力“十个高质量”开创发展新局面

未来五年，龙华区将围绕建设自贸港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全力打造现代产业发展引领区、
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样板区、全域生态文明综合
试验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先行区，全力开
创龙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上新台阶。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 1000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保 持 在
10% 以 上 ，
人 均 GDP
迈 入 高
收入行

华
。
区
业
全力
就
推进
居民
乡村
带动
业
振兴，
产
发展乡村

山银山”理念，推进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迈进更
高水平。污水处理项目全面推进；推进土壤整
治，耕地安全利用 9.4 万亩；新增乱占耕地建房
实现清零，拆违、控违工作排名全市前列；
“禁
塑”全面开启，垃圾分类稳步推进；潭丰洋省级
湿地公园、沙坡水库郊野湿地公园建成，市民群
众绿色生活习惯逐渐养成，
“推窗见景、出门见
海、四季见花”
的生态福利不断释放。
五年来，龙华区始终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
以“绣花”功夫和现代化理念推进城市建设，城
区品质实现跨越性提升。东西湖片区崭新蜕
变，中山片区焕发新颜、侨中里文化街成为城市
新景观，越来越多的“脏乱差”变成城市“微客
厅”；海口湾建设顺利推进，云洞图书馆建成开
放，钟楼光影秀广受好评，
越来越多的城市景观
受到市民群众欢迎；友谊阳光城、新城吾悦、金
盘夜市开业，越来越多的商贸形态提升了生活
便利度，龙华也成功入选“2021 中国品质休闲
百佳县市”
。

聚焦民生补短板 发展成果惠人民

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就是龙华区
委、区政府开展工作的指挥棒。
五年来，
龙华区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兜牢
民生底线，
社会事业开创崭新局面。新建、
改扩建
学校（含幼儿园）22所，
新增学位1.43万个，
率先完
成学前教育
“两个比例”
提升目标任务，
超大班额
全部消除，
教育质量稳居全省前列；
28个常年蔬菜
基地相继落成，
“菜篮子”
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开发
上线
“实时龙华”
城市运行保障中心与
“社会治理

C

数说过去五年龙华经济社会成绩单

强化创新驱动力 点燃发展新引擎

五年来，龙华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产业集聚初步形成，
经济发展实现重要飞
跃。
2021 年预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700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1266 亿元，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不断优化；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多家互
联网头部企业落户；
新兴业态不断涌现，观澜湖
免税城建成开业，数字经济产业园成功开园，复
兴城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海口滨海
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获批海南首家“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全市率
先实施“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大力推行容缺
后补和承诺审批，设立全省首家“24 小时政务
自助服务超市”；推行三级政务体系标准化建
设，2020 年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在全省县（区）中
排名第一。龙华发展的优势不断积累，发展的
潜力不断显现，入选 2020 胡润中国最具投资潜
力区域百强榜。
五年来，龙华区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

海口龙华区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
交出一份发展势头好 、
城乡变化大 、
创新活力增 、
人民实惠多的亮丽﹃答卷﹄。图为日新月异的海口湾 。

擘画发展新蓝图 开启建设新征程

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在全省前列。
未来五年，龙华区将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扎实推进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全区高
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龙华
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竞争
力；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突出制度集成，以
高质量营商环境服务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坚定
不移走绿色发展路子，高质量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全域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落实人
本理念，提升城市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创建高质
量、高品质宜居城区；坚定不移把“三农”作为重
中之重，深化以城带乡，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坚定不移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建共享促进共同
富裕，用看得见的高质量变化回应群众期盼；坚
定不移加强法治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高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自贸
港建设的价值导向，高质量提升文化软实力；坚
定不移重视国家安全，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处
理能力建设，
高质量守好发展底线。
新蓝图已经绘就，
新征程已经开启。在新的
起点上，龙华区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
实的步伐，
永葆
“闯”
的精神、
“创”
的劲头、
“干”
的
作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接续奋进，为开创
龙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416 条背街小巷完成改造
13 家农贸市场完成升级
五年支出扶贫资金 6679.8 万元
贫困人口 462 户 1964 人全部脱贫
五年重点民生的财政支出累计 109.8 亿元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5%
制图/杨千懿

海口龙华区纪委
亮出五年工作成绩单
气正山河壮，廉洁日夜春。中国共产党海口市龙
华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海口市龙华区纪委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
持续正风肃纪反腐，
坚定不移协助区委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取得了新成效新进展。
五年来，龙华区纪委加强政治监督，连续两年出台
政治监督清单，累计明确 151 项政治监督内容，自觉担
负起
“两个维护”
重大政治责任。
五年来，
坚持露头就打，
始终保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
“四风”
问题的高压态势。全区纪检监察组织共开
展明察暗访521批次，
发现问题183件209人，
问责567人，
谈话提醒3249人，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82批138人。
五年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始终保持惩
治腐败高压态势。共处置问题线索 828 件，立案 415
人，处分 396 人，
留置 5 人，移送司法机关 5 人。
2018 年 2 月，龙华区监委顺利挂牌，赋予监察职
能，覆盖监察对象 6576 人。推动辖区 11 个镇（街）派
出监察室挂牌成立，全面铺开村（社区）纪检监察工作
联络机制，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同时，不断深化政治巡察。2018 年至 2020 年，区
委巡察工作连续三年在全省 8 个市辖区巡察工作绩效
考核中被评为
“优秀”
等次。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始终
胸怀
“国之大者”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忠诚履职、砥砺
前行，
推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
为龙华打造清廉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强纪
律保障。
（文/龙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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