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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前列1

2021年海南经济成绩单

按不变价格计算

第一产业增加值

1254.44亿元

同比增长3.9%
两年平均增长2.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38.8亿元

同比增长6.0%
两年平均增长2.4%

第三产业增加值

3981.96亿元

同比增长 15.3%
两年平均增长 10.3%

2021年海南经济指标中，有一项指标较
低，却甚是喜人：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0.3%，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

实现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是
海南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意在推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作答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卷，海
南交上亮眼成绩单。

——较高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位居全
国前列。

——较低通胀，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0.3%，位列全国涨幅倒数第三，全年总体运
行较为平稳。

——较多就业，“2021年，海南居民收入
再上新台阶，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达
到30457元。海南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0 年的 10342 元到 2016 年的 20653
元，用了6年时间，而从2万元到3万元只用
了5年时间。”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一级
巡视员陈运兴介绍，就业市场稳定恢复是城
乡居民增收的“稳定器”。

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就业市场恢
复良好，2021年城乡居民从业时间、务工时长
较上年提升明显，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城
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0.6%和
11.8%，是城乡居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就业关联产业，产业关联投资。从较多
就业追溯较优产业，从较优产业追溯较好投
资，海南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更显清晰。

“现代产业体系稳步构建，新动能不断
蓄势聚力，是2021年海南经济运行的显著
特点之一。”刘自更说，新经济新业态、消费
增长、园区平台协同等，为全省经济增长提
供了强劲动能。

新经济新业态表现活跃。“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水上运输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7%，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2个百分点。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为主
的新兴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10.4%和10.7%，共拉动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0.7个百分点。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成功举办，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
破600亿元，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即使剔
除离岛免税这个政策性消费热点，海南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达到15.6%，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重点园区平台作用彰显。11个海南自
贸港重点园区实现营业收入翻番，以不到全
省2%的土地面积，实现全省近三成投资、超
四成税收。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态势
趋好，是2021年海南经济运行的又一显著特
点。刘自更表示，2021年全省上下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深入推进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
案，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呈现稳中加快、投资结
构持续改善、投资质量显著提升的良好态势。

“一快”，自2018年实施严格的房地产
调控措施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收缩，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省投资连续两年下
降。2020年房地产调控闯关成功，投资实
现正增长（8%），2021年投资增速进一步加
快至10.2%，两年平均增速达9.1%，增速位
于全国前列。

“一长”，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对全省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81%，拉动全省投资
增长8.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
长84.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105.3%，金融业投资实现从不足千万到
数亿规模的迅猛增长。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势良好，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分别增长80.7%和30.3%。

“一优”，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从
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
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四大领
域来看，2021 年，产业投资占比
显著提升，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达 30%，较上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

“一新”，风电等新能源投资
项目成为新的增长点，各市县加
快推进海上风电及装备、农光互
补、渔光互补及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建设，项目数量及投资
规模较去年均实现跨越式增
长，助力海南经济实现绿色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022年，海南将坚
持贯彻新发展理念，高
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
港建设，力争在高质
量发展轨道上加
速前行。

（本报海口
1月19日讯）

“十四五”开局之年，海南经济创“新高”。
11.2%、10.2%、26.5%，分别对应2021年海

南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这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去年海南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史性地全面跻
身全国前列，特别是在严格调控房地产、不依靠房地产
拉动经济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自
贸港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强劲动力。”1月19日，省
统计局局长刘自更在2021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不同于以往，1月6日举行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
活动，将主会场设在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有何“新”意？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解析道，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
创新平台既是海南建设科技强省和高端制
造业发展战略“筑巢引凤”的阶段性成果，也
给全省各市县如何抓项目促有效投资工作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因此将本次集中开
工主会场选在该项目开工现场（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

“科技强省”“高端制造业”对应着新发
展理念中的创新、绿色。通过一场集中开工
活动，可以了解海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行
动；通过5组数据，更可了然海南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坚持。

——创新。2021年海南实施以超常规
手段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三年行动，企业研
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
过1200家；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6.6%，高
出全部投资增速26.4个百分点，占投资比重
提高1.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
费用支出增长47.1%，占营业收入比重提高
0.2个百分点。

——协调。海南统筹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态势趋好。全省三次产
业结构调整为19.4∶19.1∶61.5，“3+1”主导产
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提高5个百分点，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分别提高0.4个、1.2个
百分点。从分市县投资情
况来看，近八成市县完成投
资较2020年保持增长，有力
支撑全省投资较好较快发展。

——绿色。在稳步推进自
贸港建设的同时，海南全面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
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2021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到99.4%，PM2.5浓度13微克/立方

米，保持有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比例为
92.2%，较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
较好，自贸港标志性经济特征逐步显
现。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57.7%，经济外向度提高超过7个百分
点。自由贸易（FT）账户收支增长 7.3
倍，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增长4倍。
货物、资金自由流动便利性明显提高，自
贸港功能进一步加强。

——共享。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财政
重点支出保持适度增长。全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4%，快于全国平均
水平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11%，快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22，比
全国平均水平小0.28。全省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3.5%，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3.2%，城乡社区支出
增长4.4%，住房保障支出增长2.5%。

贯彻新发展理念

经济高质量发展答卷

11.2%同比
增长

全省经济运行 方面显著特点

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均位居全国前列

0.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态势趋好2

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7.7%，经济外向度提高超过7个百分点

自由贸易（FT）账户收支增长7.3倍，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增长4倍

货物、资金自由流动便利性明显提高，自贸港功能进一步加强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9.4∶19.1∶61.5
“3+1”主导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

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提高0.4个、1.2个百分点

非房地产开发投资、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占比分别提高2.6、5.2、2.9个百分点

现代产业体系稳步构建，新动能不断蓄势聚力3

较低通胀

位列全国
涨幅倒数第三

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

亿元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200家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6.6%，高出全部投资增速26.4个百分点，占投资比重提高 1.2个百分点

新经济新业态表现活跃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水上运输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4%和 10.7%

石化产业链条关键节点基本打通，东方华盛聚碳酸酯项目加速投产，百万吨乙烯项目加快建设

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深海一号”气田、万宁燃气发电厂相继投产

陆海统筹发展迈出新步伐，中国种子集团总部成功落户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首届消博会成功举办 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破600亿元 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

剔除离岛免税，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 1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重点园区平台作用彰显

11个自贸港重点园区实现营业收入翻番，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实现全省近三成投资、超四成税收

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自贸港标志性经济特征逐步显现4

居民企业效益改善，财政收入质量提升5

空气水质量优良，生态环境保持全国一流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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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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