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当好建设者

海南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高校合作部工作
人员 金逍宵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
验区是中国首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
核心使命的园区，致力于打造新时代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标杆、新高
地，同时引进国内外一流高校聚集办
学，创建“留学海南=留学海外”的全
球留学目的地。作为试验区的建设
者，能参与国家教育战略在海南落
地，我倍感荣幸。引进世界名校及优
质课程，为学生提供既有创新、又有
科技和人文关怀的课程是我们的工
作。我们期待试验区的学子能在此
自由畅享全球一流教育资源，在知识
的浩瀚烟海中幸福地展翅翱翔。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整理）

继续看好自贸港

欧狄科技（海
南）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李海峰

因为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
我们公司从北京整体搬迁到海南，并
在海口投资设立创业孵化服务机
构。一年多来，我感受到海南的营商
环境在不断改善，政策的透明度、政
府的办事效率、窗口部门的服务态度
都在不断提升，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海
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勇气。我
相信，随着一个个困扰企业的问题得
到解决，量变最终也能带来质变，并
一步步凝聚成海南自贸港良好的营
商环境，并成为吸引更多投资者来海
南发展的好口碑。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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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生产总值4508.06亿元

同比增长12.8%

“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合计减免税额超过39.4亿元

截至8月底，三张“零关税”清单适用商品货值31.7亿元

合计减免税额5.4亿元

投资非房化特征更加明显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6.8%
其中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增长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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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好“服务员”

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管理局招商一处
副处长 代晓龙

作为最早到园区工作的人员之
一，我见证了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的发展。过去这一年，先
行区新增引进国内未上市的国际创
新药械 69 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等一批重量
级医院也进入试营业阶段，越来越多
的患者因乐城而获益，让我感到越发
振奋。而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征程中，
还需要我们继续付出。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继续做好“服务员”的角
色，为药械企业、医疗机构提供优质
营商服务，与海南自贸港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袁宇 整理）

12月17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并指出，今年
以来，海南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重大风险防控务实有效，
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持续加强，营商环境加速优化，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热
情空前高涨，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4508.06亿元，同比
增长12.8%。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
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

“海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为引领，加快推动自贸港建设，经济发展动力明显
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发展气象焕然一新。”国家发
改委今年刊发文章称。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方向和节奏。海南
自贸港建设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的核心要义，即“五
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坚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这部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为自贸港建设夯实了法治之基。

伴随着自贸港建设的蓬勃展开，150多项政策密
集出台，自由贸易港“四梁八柱”政策框架体系基本建
立。政策措施在海南不断落地见效，重大风险防控务
实有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制度集成创新不断推进，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有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

海南自贸港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上下功夫，加快落
实各项开放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的新格局。原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生产设备

“零关税”，“两个15%”所得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等150多项政策落地；成立工作专班，重点推进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金融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政策实施，研究推进封关各
项准备工作；加快建设重大功能平台……

今年前三季度，“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合计
减免税额超过39.4亿元。截至8月底，三张“零关税”
清单适用商品货值31.7亿元、合计减免税额5.4亿元。

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树立底线
思维。

海南把风险防控作为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
败得失的最关键变量，积极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去年设立13个风险防控专项工作组的基础上，
今年我省又增加了2个专项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各
专项领域重大风险防控工作；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
台整体进入实战化运行，对人流、物流、资金流实行24
小时监控；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
行为，启动实施离岛免税商品溯源管理……

奏响“经济转型三部曲”
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调理肌体”

转向“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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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百姓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实现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

就业的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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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湾畔，巨轮靠泊、岸桥伸缩，工人挥汗如雨装卸货物；
万泉河边，超过180种国内未上市的药品、技术和器械在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投入使用，一批新药、器械利用乐城
临床真实世界数据获批在国内上市。

崖洲湾旁，南山港、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科教城、全球
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一港、三城、一基地”在此集
聚……

一年来，海南高质量发展步伐越来越坚定，各类市场主体踊
跃响应，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日益优化，现代产业格局
正在形成，人民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俯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月2日，文昌市东风螺养殖户曾广
能来到该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上
班，今年5月，他和养殖的44个池子的东
风螺一起“搬进”了园区养殖示范厂房（第
一期）。

为了守住生态底线，同时保障百姓生
计，2020年，文昌市规划建设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鼓励当地养殖户“上楼”养
殖。为了加速产业集聚，园区主要围绕种
苗繁育企业、科研机构进行招商，目前已经
吸引蓝海水产、鲲诚水产、晨海水产、海大
集团、渤海水产、慈德水产等14家企业和
科研院所入驻。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百姓共享。“虾苗
养殖‘上楼’，希望我们的产业也能更上一
层楼！”曾广能满是期盼地说道。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保障和改善民
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高质
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题中
之义。

海南持续把实现较高增长、较低通胀、
较多就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兜住民生底线，增加稳的底色——得
益于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措施等的实施，
前三季度海南CPI自2010年同期以来首
现同比降势，同比下降0.1%，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0.7个百分点。
提高就业人数，增添稳的成色——前

三季度，我省城镇新增就业17.5万人，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
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

优化生态环境，提高稳的亮色——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首批正式设立的5
个国家公园之一；制定颁布全国首部“禁
塑”地方法规；PM2.5浓度、臭氧浓度皆处
于近几年的低值……

创一流营商环境，是高质量高标准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目标要求。

省委常委会每季度听取营商环境工作
汇报；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省政府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从全省各单位、市县选调百余名干部集中办
公，设立海南省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累
计发布制度创新案例13批123项，评选表
彰第二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

今年，海南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前10
个月，海南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142%，在琼央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0.2%。

起跑映照全程，奋楫高质量发展，海南
向着新征程，进发！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海南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

创新，树立底线思维

12月19日，为期4天的2021年冬交会刚刚落下
帷幕，累计现场交易额13.6741亿元。这一成交金额，
也从侧面反映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含金量”。

今年5月刚揭牌的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里，
2269台测序仪、质谱仪等科研设备一应俱全，目前该
实验室已实际进驻40个科研团队、750名科研人员。

“海南种业发展很有前景，正加速集聚理论创新、
技术集成、设计育种、产业孵化等全链条要素。”实验室
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勉说。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3+1”主导产业方
向不动摇，不断做优做强细分产业。

今年以来，海南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奏响练内功、转动能、引外
力“经济转型三部曲”，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调理肌体”
转向“强身健体”。

练内功，破除路径依赖——投资非房化特征更加
明显，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6.8%，其中产业投资（不含
房地产）增长38.1%，海南成功走出房地产调控的阵
痛期。

转动能，提升发展后劲——海南加快培育合作竞
争新优势，积极做好吸引境外高端购物、医疗和教育三
篇消费回流文章。前三季度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355亿元，同比增长120.8%；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
验区顺利招生开学；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
引进特许药械超180种，接待医疗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165.3%。

引外力，激发发展活力——美国特斯拉、英国阿斯
利康、德国科沃施种业、瑞士霍尔希姆集团、美国密歇根
州立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等行业龙头企业和学校纷纷
进驻海南……海南在“引外力”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战略交汇点，充分融入新发展格局。前10个月，海南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14.1%，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海南以科技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
“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出台支持琼崖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加
强“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和“大三亚”经济圈一体化省
级统筹，着力推动“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以最严格
的保护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建设生态环境世界一
流的自贸港；坚持开放为先，努力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交汇点；在自贸港建设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准确送入
预定轨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