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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人生的每一次转身，都意
味着新的开始。新年伊始，回
顾刚刚过去的一年，海南经济
发展经历了从“调理肌体”向

“强身健体”的转变。
在 2020 年房地产调控成

功闯关的基础上，2021年前三
季度不含房地产的产业投资
加速，投资结构优化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南繁、深海、航天

“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加快
培育；橡胶、槟榔、椰子“三棵
树”扩面增质；服务业占比进
一步提高，以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为主导的“3+1”现
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这
一项项来之不易的成果，标注
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吸引
了世界的关注，稳定了各方的
预期。

转变令人瞩目，海南究竟
有哪些成功密码？就在 20 多
天前，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给出
了答案，道出了奥秘——成功
奏响“经济转型三部曲”：练内
功，转动能，引外力。正是凭
借奏响“经济转型三部曲”，海
南加快动能转换，有效破除了
路径依赖，解决了一些历史存
留的“老问题”，在经济结构调
整方面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
仗”，推动高质量发展步入快
车道。

“经济转型三部曲”如何
奏响？且看——

练内功——壮士断腕闯新路。
思想观念里的革新，较之产业结构、宏

观政策、激励机制上的改革，更为隐性却更
为关键。长期以来，在海南经济结构中，房
地产业“一业独大”，严重影响可持续健康发
展。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对海南来
讲，会很痛，会出血，会很难。但痛定思痛的
海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破除房地产
依赖。经过艰苦的努力，海南不仅在 2020
年实现房地产调控成功闯关，而且 2021 年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较2020年同
期回落1.7个百分点，这促进了经济更加持
续健康发展。

转动能——破立并举强后劲。
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赛跑中，产业结构不优，新动能成长不
快，发展活力不足，经济效益不高，必然会削
弱竞争优势。新旧动能转换，最根本的任务
就在于，加快把新兴产业培育大，把传统产
业改造好，把落后产能化解掉。近年来，特
别是2021年，海南落子有声，大力发展“3+
1”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陆海空”三大未
来产业，推动“三棵树”扩面增质，做好“三篇
消费回流文章”……通过这一系列务实举
措，海南经济发展的韧劲、后劲不断增强。

引外力——海纳百川增活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作为岛屿

型经济体，海南深知市场主体的重要性，在
做好培育的同时，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优化
营商环境，敞开怀抱欢迎全球投资者到海南
投资兴业。2021年1月至10月，市场主体活
跃度同比提升25.9%；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649 家，同比增长 153.69%；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 424.1%，增速位居全国第一。随
着各类市场主体和要素资源加速集聚，海南
正在成为世界投资兴业优选地。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经济转型三部曲”是对发展方向的牢牢把
握，是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正确政
绩观的生动体现。实践证明，“经济转型三
部曲”是海南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利器”，也是海南征战未来、创造辉
煌的重要依托。持续奏响“经济转型三部
曲”，就能不断开拓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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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省全面完成公办普通中小学学生宿舍维修改造项目，101所学校学生受益

学生宿舍有“家的感觉”

■ 本报记者 罗霞

对于外商投资而言，从了解，到决
策，到投资落地，再到深耕布局，需要多
长时间？投资效果如何？

在海南自贸港，戴比尔斯永恒印记
用2021年以来的实际行动，跑出了自
身发展的“加速度”。

1月13日，位于海口日月广场、开
业仅一个多月的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品
牌店，迎来一拨接一拨的客人。

四川游客陈云试戴了多款钻石产
品，对一些产品爱不释手。“免税购物非
常划算，而且戴比尔斯永恒印记的产品
值得信赖。”陈云说，“‘钻石恒久远，一
颗永流传’，我们都很熟悉戴比尔斯的
这句广告语。”

对于戴比尔斯永恒印记的受捧，戴
比尔斯永恒印记全球业务转型副总裁
吴峰并不感到意外。

“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
突破600亿元，足见离岛免税市场的火
爆。”吴峰分析说，“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正
加速深耕海南。作为海南离岛免税市场

中的一员，我们相信戴比尔斯永恒印记
的产品会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

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是全球知名的钻
石珠宝品牌，隶属于拥有超过130年专
业钻石加工经验的戴比尔斯集团。过去
的一年，这一品牌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
十分紧密，不仅动作快，而且成果多。

梳理戴比尔斯永恒印记与海南的
合作进程可以看到，去年以来，这一国
际品牌在海南主要迈开了三大步。

第一步，参加一场盛会。
去年5月，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在海口举行，戴
比尔斯永恒印记携众多美钻产品参
展。这是戴比尔斯永恒印记首次参加
国际性的综合博览会，也是该品牌首次
大规模地集中展示旗下美钻作品。

为什么要来参展？
“消博会是中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参展非常契合我们
的发展需求。”吴峰说，“海南自贸港政
策有很大吸引力。我们在参展的同时，
想寻找更多投资海南自贸港的机会。”

参展效果，用吴峰的话说，远远超出

预期。吴峰介绍，一方面，消博会人气
足，办展效果好，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借此
同多方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参展期
间通过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坚定了投
资海南自贸港的决心，明确了投资方向。

第二步，建设运营中心。
首届消博会举行后，相中海南自贸

港投资机遇的戴比尔斯永恒印记，迅速
来琼投资布局。去年6月19日，戴比
尔斯永恒印记在海口与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海口综保区签约，设立戴比尔
斯永恒印记海南自贸港运营中心，推进
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戴比尔斯集团
全球钻石珠宝供应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吴峰介绍，设立该中心是戴比
尔斯永恒印记分阶段、分步骤在海南自
贸港推进区域性供应链布局的重要举
措，未来该品牌将把分散的供应链在海
口进行整合，建设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

目前，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已在海口
注册成立公司，并在海口综保区加紧建
设加工厂房，该厂房预计今年春节后可
以投入使用。

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吴峰发现，
海南自贸港不仅有政策优势，还有营商
环境优势。“一大批政策陆续在海南自贸
港落地，同时在办理一些业务时，我们发
现海南是最快、最有效率的。”

第三步，设立海南首店。
去年11月，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海

南首店在海口日月广场落成，戴比尔斯
永恒印记在海南自贸港分阶段、分步骤
实施供应链、加工制造和分销中心的建
设和布局规划，进一步促进免税消费。
新店开业后，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将持续深挖海
南离岛免税市场，为消费者提供场景化
的购物体验和全系列全品类、设计精美、
高品质的美钻作品。”吴峰说。

回首过去的一年，戴比尔斯永恒印
记投资海南实现了从谋划到落地、从涉
足到深耕的变化，节奏快，收获多。目
前，该品牌正积极开展2022年消博会
参展筹备工作，并计划进一步在海南自
贸港扩大投资，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

“我们对在海南投资非常有信心。”
吴峰说。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参加首届消博会后，加快投资海南自贸港，
建加工厂房，开设海南首店——

投资快步走 事业步步高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你看，我们的宿舍墙壁已经重新
粉刷，还增加了洗漱台等生活设施……”
日前，说起自己所住的学生宿舍，昌江
思源实验学校学生李健很满意，“最重
要的是，每间宿舍都有了独立卫生间，
洗澡和上厕所再也不用排长队了。”

学生宿舍不仅是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小学校实现环境
育人的重要载体。李健这满满的获得
感，得益于一项民生工程——2021年
年初，全省公办普通中小学学生宿舍维
修改造项目被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

实事事项，安排财政资金1亿元推动项
目有序实施。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公布
后，省教育厅统筹安排，积极推进项目
建设，于2021年10月8日提前完成项
目目标，共对101所公办普通中小学校
的约7000间学生宿舍进行了维修改造
并投入使用，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广泛
好评。

仅是李健所在的昌江黎族自治县，
就投入财政资金480万元，主要对昌江
思源实验学校、红田学校、十月田学校、
霸王岭学校、昌江中学及王下乡中心学
校等6所学校的学生宿舍进行维修改造，

为学生打造了舒适温馨的住宿环境。
同样从这一民生工程中受益的，还

有定安中学的学生们。该校学生莫玉
婷直言，从前的宿舍年久失修，楼道漏
水、热水供应不足等问题时常困扰着寄
宿生，而这些问题都在2021年秋季开
学时得到了解决。

她的同学黄慧仪、潘思颖还补充
道：新换的睡床不再咯吱作响，新增的
独立收纳柜保护了每个人的隐私和财
物安全，翻新后的宿舍楼外立面和公共
走廊让大家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距离定安中学不远的定安县仙沟
思源实验学校，也在此次重点改造项目

名单中，改变随处可见——学生宿舍
里，原本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铺上了洁净
的瓷砖。新添置的电风扇、置物架、个
人书架等，让学生们大呼“有家的感
觉”。参观了维修过的学生宿舍，该校
学生家长也普遍表示：“孩子在这里住
宿，我们很放心！”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2022年，我省还将继续推进中小学学
生宿舍维修改造工程，并督促指导各市
县统筹安排专项经费、形成长效机制，
定期对中小学学生宿舍进行维修维护，
确保学生住得安心、放心、舒心。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位于海口日月广场C区射手座L层cdf免税店的戴比尔斯永恒印记专柜。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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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海南离岛免税店

销售额突破600亿元

同比增长84%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进口特许药械品种

首例应用突破200例
2021年

特许药械使用患者数量

同比增长454%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021年10月正式开学
迎来首批学生
截至目前
试验区已签约引进的

中方高校共有 10所
外方高校共有 13所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于2021年5月7日至10日举行

共有来自70个
国家和地区（含中国）的 1505家企业

2628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

进场观众超过24万人次

（整理/罗霞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