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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近5年来，东方市顺发展之势，转方式、提质效，迈出经济发展稳
步伐，主要经济指标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发展趋
势，推进现代化西南部中心城市建设。1月7日，东方市代理市长卢胜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2016年增长34%；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6年
分别增长44.3%和53%；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13亿元，年均增长
16%，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省前列；农业增加值增速连续4年排名全
省前列；2021年全市接待过夜人数较2016年增长113%，旅游总收入
较2016年增长262%。

近5年来，东方市聚破竹之力，重发展、强特色，争创东方新荣
誉。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等国家级殊荣。自然瑰宝
园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火龙果优势区被成功认定为第三批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近5年来，东方以项目为引领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 开创崭新业绩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今后5年东方市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10%以上，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先
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设国际滨
海公园城市，打造现代化西南部中心
城市。1月7日，东方市代理市长卢胜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后5年，东方市着力打造现代化
西南部中心城市，打造区域经济中心，
把东方打造成为海南西南地区人口流
入高地。打造交通物流中心，建设集
机场、港口、产业园于一体的海陆空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海南西部物流枢纽
中心。打造文化教育中心，在城区规
划建设5所公办幼儿园，新建琼西路、
康福路小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探索办好专门教育，为全省实
施专门教育积累办学经验，做大做强
东方市中等职业学校、海南文化旅游
职业学院。打造医疗健康中心，优化
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新建东海、福民、
琼西和永安等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推进县域内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实行

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构建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打造旅游消费中心，重点
将滨海片区、文化广场和万达广场打
造成集文化旅游、商务办公、休闲娱
乐、购物消费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
辐射周边市县的新兴商贸圈。

今后5年，东方市着力推动滨海公
园城市建设，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桥头
堡、自贸港引领示范区，促进城镇常住
人口规模达到30万。提升国际滨海公
园城市建设水平，高质量高品质规划建
设城市公园体系，通过以型筑城、以绿
营城、以水润城，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
间有机融合，逐步把东方建设成为一个

“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一体”的大
公园。力争2023年获取“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2024年荣获“国家卫生
城市”“第十二届全国双拥模范城”称
号，打造滨海城市带西岸明珠。

东方市确定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
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碳排放强度
下降完成省下达任务。将锚定“三大
重点任务”下实功，开工建设紫金矿业

铜精矿全球配送中心、福建三个伙伴
医疗器械公司防护手套生产线基地、
广东物资储备局651工程等项目。开
工建设八所港新港区2万吨级石化产
品配套液体化工码头，加快推进八所
港区5万吨级航道疏浚等工程建设。
争取机场选址年内通过专家评审。力
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50亿元，
企业达到18家。大力打造国家级水稻
育种基地，推进水产南繁种业产业园
区建设。努力推进俄贤岭、永涛花梨
谷创4A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东方市
烈士纪念园提质改造、环岛旅游公路
及驿站项目建设。

今年东方市将加快推进市人民医
院（上海市东方医院海南医院）二期工
程、市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和市安康
医院“7+3”项目建设。完成第六幼儿
园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新增城区540
个公办幼儿园学位；力争创建1—2所

“省级规范学校”；加快海南文化旅游
职业学院建设。加快推进2个敬老院
和3个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筹备工作。
加快推进板桥元宝山公墓二期项目建
设。加快公共租赁住房、供电局等
1362套安居型住房和滨海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3421套安置房建设。

（本报八所1月7日电）

今后5年，东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区域经济中心

建设现代化西南部中心城市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今后5年，东方市人大将围绕“两区一节点”
发展战略和自贸港“三大重点任务”，聚焦该市第
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
举措，依法行使职权，全力推动和保障市委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紧紧围绕“四个机关”
新定位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人大工作的质量
和水平，为高质量打造现代化西南部中心城市、
奋力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新东方篇章作出人大
新贡献。1月7日，东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钟海
涛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

今后5年，东方市人大常委会将主动作为，高
位高效落实好人大代表议案的办理，将建立健全
人大代表议案办理的督办制度，将人大代表议案
督办工作分解到各工委，做到件件有人抓，事事
有人管。加强与人大代表沟通，提高人大代表议
案办理质量，对办理完毕的建议，组织有关人大
代表到实地进行视察。加大督办，突出重点，促
进热点难点议案的办理，重点督办社会比较关
注、涉及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议案，确保办出
实效，使办理工作真正实现从回复型向落实型、
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强化对民生福祉的监督
近5年来，东方市人大强化依法监督力度，有

力助推市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高质量完成
生态环境保护、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30项专
项监督、听取审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35项、对12个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询问
和调研40次。强化民生福祉监督，东方人大向市
委提出关于实行定向免费培养师范生和医学生

“五年计划”的建议，得到采纳，全市共培养录用
师范生和医学生194名。针对西南大学东方实
验中学工程进展缓慢问题开展视察，采取柔性监
督和刚性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助推该工程项目如
期完工。

东方市人大依法稳步推进市、乡镇人大换
届选举，成立10个督导组，有力保证市、乡镇人
大换届选举依法有序平稳推进；全市登记核实
选民数34.7 万多名，参选人数33.5 万多名，参
选率为96.53%；选出市级人大代表231名、乡
镇级人大代表734名；实现换届环境风清气正、
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的目标。完成10个乡镇人
大代表联络站建设，配备站长 10 名。近 5 年
来 ，共 办 理 人 大 代 表 议 案 335 件 ，答 复 率
100%；已解决、正在解决和列入计划解决的议
案共220件，占65%。

增强监督针对性实效性
今后5年，东方市人大将依法履职，推动该市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见行见效。将紧紧围绕党代
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举措，着力增
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更强的责任担当、更
实的工作作风、更好的履职效能，把市委的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到人大各项工作中，在推进东方高质
量发展和奋力打造西南部中心城市新征程中扛起
人大的担当、展现人大作为。

东方市人大将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进一
步提高监督力度和实效，加强对“一府一委两
院”监督，正确运用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视
察、检查、调研等各种柔性监督，积极探索专题
询问、质询等刚性监督手段和形式，实现人大
监督工作由程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的转
变。注重整改落实，讲求监督实效，对市人大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报告或专
项工作报告形成的审议意见和评议意见，建立
督办和报告制度，做到跟踪问效，定期听取审
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和进行满意度测评，督促
被监督者抓好落实。

坚守履职规矩提升质量
今后5年，东方市人大将坚守履职规矩，打造

过硬的政治机关。创新市委支持人大工作议事
制度，坚持人大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
请示报告，将人大工作与政治、经济等重点工作
同安排同部署。依法行使职权，打造过硬的权力
机关。不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会
议制度、议事程序和工作机制，保证人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
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委在决策、执行、监督落
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通过工
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保障人民民主、维护人民权
益。要完善乡镇代表联络站和村（社区）代表联
络室等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代表定期
接访、走访等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的工作机制，把
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之中。

激发人大代表活力，打造过硬的人大代表机
关。东方市人大夯实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加强
人大代表综合素养培训、履职培训，提升人大代
表履职能力和素养。创新人大代表活动机制，探
索在行政村等重点领域建设人大代表联络室。
在机关深入开展高质量打造现代化西南部中心
城市人大代表在行动，在城市社区开展“三创”人
大代表在行动，在农村开展乡村振兴人大代表在
行动等活动，助力东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
强人大代表履职效能，提高人大代表议案办理实
效，把人大代表议案办理纳入党委对部门的绩效
考核。充分发挥乡镇人大主席团职能。坚持守
正创新，打造过硬的工作机关。

（本报八所1月7日电）

东方人大将围绕党代会确定
目标和重点任务依法行使职权

建设“四个机关”
增强监督实效

东方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用惠及百姓的成果凝
聚人心。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
程，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构
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
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
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利益问题，让
发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近 5年来，东方市攻脱贫之
坚，美乡村、提品质，促进城乡面
貌大改观。累计投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和乡村振兴资金 25.3
亿元，全市 36 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建档立卡贫困户 11918 户
52391 人全部脱贫；建档立卡户
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3839元
提高到2021年底的16147元，年
均增长达到 33%。安全饮水连
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健康扶贫
工作连续三年排名全省前列。
兴实干之行，重保护、治污染，营
造生态建设好环境。全国首创

“河湾长制”，水质优良个数由69
个提升到99个，排名全省第一；
城镇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率为
100%；全市行政村污水处理覆
盖率达71.74%，排名全省前列。

近 5年来，东方市固为民之

本，兜底线、强保障，增进民生福
祉得实惠。完成88个省市为民
办实事事项，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民生支出累计完成 221 亿
元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86%；累计建设保障性住房4943
套，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个；城镇
新增就业2.78万人，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累计4.57万人，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1.31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每年均控制在规定的
3%以内；累计为贫困人员代缴
养老保险14.8万人次，高效完成
社保扶贫三个 100%任务目标。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高
分通过国家评估认定；特殊教育
学校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在全省树立了特殊教育
发展的标杆；率先建设全省第一
所专门学校和开办全省首批特
殊教育幼儿园；海南文化旅游职
业学院已落地开工。引进上海
市东方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成立
医疗健康集团，东方市人民医院
（上海市东方医院海南医院）建
成启用；建成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6个；
192个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

增进民生福祉 | 成果惠及居民B

近5年来，东方市筑稳定之基，
抓整治、防风险，作出平安东方大
贡献。安全生产监管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升，工矿商贸行业未发生较
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现有吸
毒人数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从
2017年初的3.7‰下降到目前的
1.24‰，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持续
发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专项
行动，日均立案数下降到0.8起，立
案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近 5年来，东方市树新政之
风，查责任、强治理，推动政府建设
高效能。推动了“两个专项治理”

常态化、制度化，优化跨部门联动
协作机制，建立优化营商环境等工
作专班机制，构建起目标、平台、项
目、政策、改革、机制、督查考核“七
要件”的闭环运作体系；强化政府
执行能力，认真落实省政府提高政
府执行力十五条措施，办事效率不
断提升；在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
堵点问题办结率为97.6%，排名全
省前列；领导干部累计接访和包案
化解信访积案780宗；办结人大代
表议案建议339件、政协委员提案
613件。

（本报八所1月7日电）

建设平安东方 | 市民安居乐业C

创新发展思路 | 经济指标攀升

近5年来，东方市坚持科学发
展、高点定位，用稳中求进的要求激
发动力，实现主要经济指标连年攀
升。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用开拓创
新的思路谋求发展，在挑战中寻找机
遇，在困境中谋求发展，集聚吸纳资
源要素，通过创新举措、用活政策，有
效破解融资、用地、拆迁等发展难题，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近5年来，东方市立破茧之志，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较好成效。特别是2021年，全
年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343.26万
人次，同比增长153.37%，旅游总收
入27.04亿元，同比增长86.65%；

“十大民生支出”完成31.5亿元，占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8.8%；
推动签约项目15个，协议投资额
809.29亿元，开工项目18个；预计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7.7亿
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突
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48.59亿元，
同比增长1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0.8亿元。

近 5年来，东方市立破茧之
志，除壁垒、促创新，集聚改革开
放新优势。干创业之实，抓招商、

建项目，夯实东方发展强基石。
“4·13”以来，签约 33 个总投资
1000多亿的项目，开工62个总投
资356亿元的项目，数量之多、规
模之大、质量之高创历史最好水
平；总投资50亿元的明阳海洋装
备制造项目创造了“拿地即开工”
的东方速度；总投资45亿元的华
盛 PC项目一期试运行；东方市
文化广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海南
第二家万达广场盛大开业；滨海
片区棚户区改造第一批安置房
3421套全部开工；一批支撑力、
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落地、
建设、投产，成为东方市5年来高
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执攻坚之
矛，盯重点、破难题，推动“三大重
点任务”建设取得新进展。预计
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99.49
亿元，实现本级税收收入4.43亿
元，占全市税收收入的55.24%；
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稳步推
进，累计完成76%；八所口岸货运
量稳居全省第二；八所港第一装
卸区在全省率先完成港口岸电建
设，已开通11条集装箱航线；2万
吨危化品码头建设和八所港集装
箱业务已启动。

A

东方市
2021年经济指标

全年累计接待旅游

总人数

343.26 万人次

同比增长153.37%
旅游总收入

27.04 亿元

同比增长86.65%
“十大民生支出”

完成31.5 亿元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78.8%
推动签约项目15 个

协议投资额809.29
亿元

开工项目18 个

预计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207.7 亿元

同比增长7%
固定资产投资

突破100 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48.59 亿元

同比增长1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0.8 亿元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左右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

航拍东方市鱼鳞洲。东方市委宣传部供图

在东方市海东方公园，一些小学生利用周末录制视频。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版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