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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月 26 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余欢 郭国柱）2021
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交出亮眼成绩
单：全年共推广新能源汽车5.87万
辆，同比增长 88%，完成年度推广
目标进度的 235%，全省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已达 12.24 万辆，增速达
91%，位居全国第一。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1月 25日从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获悉的。

截至去年底，我省个人领域推广
新能源汽车达4.84万辆，占总推广
量的82.4%，显示新能源汽车在我省
个人汽车消费市场认可度不断提
升。同时，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
比也升至7.2%，较2020年同期上升
3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6%）1.7 倍，市场渗透率增至
2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个百
分点，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稳
居全国“第一方阵”。

2019年3月，我省颁布实施《海
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成为
全国率先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
时间表和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
源化路线图的地区。

海南连续三年出台全省新能源
汽车推广行动计划，并出台“促消
费”政策，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市场，去年，省工信厅会同相关部
门、各市县政府加大新能源汽车推
广力度，省、市县相继出台促进新能
源汽车消费奖励政策，并连续第三
年在琼举办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开工建设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
心，营造良好的新能源汽车宣传推
广氛围。

我省连续两年在12个市县开
展了 18 场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推动新能源汽车向城镇、乡村渗
透。去年我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成交额达1.7亿元，文昌、琼海等
地的活动还首次下沉到乡镇，让农
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新能源
汽车。

据悉，去年我省完成新能源汽车
推广任务前5名的市县分别是东方、
琼中、白沙、三亚和陵水，完成率分别
为 1280%、737%、501%、316%、
281%，增速迅猛。

我省还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
使用环境，持续控制燃油车指标，
在全省推广实施新能源汽车交通
管理差异化优惠政策，海口、三亚、
儋州、琼海等地设置新能源汽车专
用停车位超过 1500 个，多地交警
部门还设立了新能源汽车登记绿
色通道。

我省还按照“车桩相伴、适度超
前”的布局建设原则，稳步推进全省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据省发展改
革委统计，截至去年底，全省已累计
建设充电桩超4万个，保持新能源汽
车车桩比2.4：1，初步具备了电动汽
车环岛出行的条件。

同时我省还积极探索换电模式
发展，去年10月，三亚成功入围工信
部换电模式试点城市。

省工信厅新能源汽车发展与
监察处处长徐涛表示，今年省工
信厅将会同相关部门、各市县从

“禁售、推广、充电设施建设”三个
方面同时发力，按照省政府关于逐
步逼近“禁售燃油车”的目标要求，
优化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从源头
降低燃油车的增量；并研究制定
2022年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的省
级奖补政策，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
模式试点，加大污染大、尾气排放
集中的商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推
广力度。

同时，我省还将做好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努力将车桩比控制
在2.5：1以下，鼓励内部专用充电
设施向社会开放，突破性解决充
电桩进小区问题；并通过采取差
异化的政策激励措施，持续优化
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确保我省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
长春 特约记者王旭朝）去年驻琼中
央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4113亿元、
同比增长60%，增速全国第一，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26日召开的全
省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去年，省国资委积极推动央企
布局海南，去年驻琼央企多项指标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年内新增10家
央企与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13”以来，累计50家央企与我省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截至2021年底，驻琼央企户数
已达596家、同比增长22.6%；资产总
额6540亿元、同比增长17.4 %、增速

全国第二；利润总额303亿元、同比增
长82%、增速全国第六；固定资产投
资311亿元、同比增长73.7%；缴纳税
收227.6亿元、同比增长24.3%；年化
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第一。

同时，海南省属国企也表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截至2021年12月
底，海南全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达8626亿元、同比增长18.4%；省国
资委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3117.5
亿元、同比增长49.6%。大企业培育
成效初显，海南发控资产规模达到
1713亿元，三亚城投资产规模突破
1000亿元，海垦控股资产规模达到
861.72亿元，推进我省国资国企实现

跨越式发展迈出重要步伐。
去年全省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

收760亿元、利润总额49.6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8.4%、62.4%。其中省
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实现营收602.3
亿元、利润总额31.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2.4%、27.2%。

省属国企对全省大局贡献明显
提升。2021年全省地方国企实现劳
动生产总值 205.9 亿元、同比增长
2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个百
分点，省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实现劳
动生产总值 121.1 亿元,同比增长
20.4%。

去年全省地方国企累计上缴税

费56.4亿元、同比增长24.7%；省国
资委重点监管企业累计上缴税费
36.9亿元、同比增长6.5%。省属企
业实际完成投资430.3亿元、完成率
208%；海南发控、海旅投资共实现免
税销售额超46亿元。

海南发控还积极参与海航风险
处置，完成机场板块并购，机场生产
运营平稳有序。省国资委牵线引进、
相关省属企业参股的具有全局性战
略性意义的洋浦海上风机制造、上海
浦科半导体和通航飞机制造等“破局
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海南发控高
标准实现迈湾、天角潭2个国家级水
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交通控股加大

工作力度、完成环岛旅游公路60亿
元年度投资任务；路桥集团充分发挥
应急应战功能、提前完成珠碧江大桥
抢险工程。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马咏华
表示，今年全省国资系统将坚决落实
省委省政府部署，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稳增长，省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要力
争实现营业收入750亿元、增长25%
左右，利润总额40亿元、增长30%左
右；并突出抓好投资与项目建设，以
项目建设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发展。
今年省属企业拟安排项目242个、计
划总投资1098.3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35亿元。

海南检察机关企业合规
改革等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杨帆）海南日报记者1月26日从省检察院获悉，在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98.9%的高赞成率获得通
过，特别是检察机关依法打击走私犯罪、创新开展
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试点、生态环保领域公益诉讼、
主动探索企业合规改革等工作得到充分肯定。

过去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保
障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以更高站
位融入中心大局，以更强自觉维护安全稳定，以更
优质效提升法律监督水平，以更实举措办好检察为
民实事，以更大力度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新进展新成效。根据全国检察机关业务
数据分析报告，2021年，海南处于前列水平，9项案
件质量指标排名全国第一、27项排名全国前十，18
起案件被最高检评为指导性或典型案例，14项工
作在全国检察系统推广交流，全省检察机关57个
集体、140名个人荣获厅局级以上表彰。

2022年，全省检察机关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主线，以防控自贸港建设重大
风险为重点，以深入推进检察改革为动力，以更强
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扎实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着力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切实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
保障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2年省直机关党建
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
表彰30家省直机关党建工作优秀单位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孙勇 何慧蓉）1月26日，2022年省直机关党建工
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2021年度省直机关党建
工作，部署2022年度省直机关党建任务，推动省
直机关以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2021年度省直机关党
建工作优秀单位的决定》《关于命名省直机关第三
批“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的决定》，表彰省税务
局、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30家2021年度省直
机关党建工作优秀单位，命名省直机关第三批
100个“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

会上，省纪委监委、省政府办公厅、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税务局、海口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海南海事局等8家单位代表省
直机关党建工作优秀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工信厅、
省卫健委、省司法厅、省林业局、海口海关、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省消防救援总队等8家单位代表省
直机关第三批“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上台领奖。

过去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直机关各
级党组织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机
关党建工作质量不断提高，有力推动了省直机关
各项事业发展。一年来，省直机关涌现出一大批
省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2人获“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9个集体、8名个人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荣誉。

我省部署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

确保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优良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周
晓梦 特约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周海
燕）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省污防办）获悉，目前全省各地均已向
社会公布本地区2022年烟花爆竹禁
燃区。

日前，省污防办组织省生态环境
厅、省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各市
县政府提前部署春节烟花爆竹燃放管
控工作，组织开展省级烟花爆竹燃放
管控专项督导等，全力做好烟花爆竹
燃放管控工作，确保今年我省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优良。

下一步，我省将推动禁燃禁放
管控工作进一步细化责任到人，实
施三级网格化管理；强化烟花爆竹
储、运、销源头管控；并将指导督促
各市县组织公安、应急、生态环境、
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加
大执法检查的频次和力度，既要严
格管理，又要人性化执法，及时劝阻
群众在禁燃区燃放烟花爆竹的行
为，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给空气环境
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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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完成新能源汽车推广任务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
金献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王春秋）海南日报记者1月2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金献平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东方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符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陈碧瑶）海南日报记者1月2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东方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符波
（已退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该项目大型设备安装
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相关配套设施的安装工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加紧施工

去年驻琼央企营收达到4113亿元
增速全国第一

第三届世界
新能源汽车大会
上展示的新能源
汽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制图/陈海冰

海口边检总站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去年共检查出入境货机
600架次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朱晨鹏 通讯员谭友）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2021年该总站共
检查出入境人员82681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589
架（艘）次，其中出入境货机600架次,同比增长
22倍，出入境船舶4954艘次,同比增长4%。

2021年以来，海口边检总站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行一系列惠企利民措施，减轻企业运营
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能。

海口边检站边检处副处长饶俊说，章雄鱼
苗是海南特色海产品之一，秀英、三亚边检站
根据鱼苗出口季节性和时效性，简化渔船办检
程序，实施 APP 电子申报、无人接送船、电子
轨迹筛查、检查窗口前移等便利措施，最大限
度提高鱼苗船的通关效率，主动为鱼苗企业出
口创汇排忧解难，确保了价值 1.1 亿多元鱼苗
的顺利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