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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下降3.3%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

其中
消费品价格上涨0.5%
服务价格下降0.1%

海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3%
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

涨幅全国倒数第三

海南将建设农光互补蔬菜大棚4万亩

全省蔬菜平均自给率达到60%
国有平价蔬菜市场销售份额提高到50%以上

全省现有常年蔬菜基地共 15.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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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玉勇 吴兰枝）海南日
报记者1月27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获悉，去年我省工业投资首次突破
500亿元，同比增长14.8%，连续29
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
全国排名第10位。

其中制造业投资更是同比增长
了84.2%，增速名列全国第一，连续
16个月增速超过20%，拉动全省固
投增长3.6个百分点。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海南工业发展，各部门、各市县紧盯
重大项目挖潜，做好项目服务，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其中石化新材料产业链
关键项目乙烯年度投资就超过了100
亿元，为年度投资计划的2倍。

去年全省工信系统紧扣自贸港
建设重点方向、高质量发展主线，努
力谋划产业发展，工业经济快速增
长，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速自2015年以来首次
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增加值突破

600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规上
工业同比增长10.3%。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工信厅
坚定不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落实“按季抓、月跟踪”和最佳实
践奖评选，抓增量，提存量，规上工业
增速全国排名从2020年第30名上
升至2021年的第11名。工业增加
值占全省 GDP 比重企稳回升，比
2020年提高0.87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电力生产与供应、饮料，
农副食品加工、汽车制造、天然气开采
等5个行业去年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共
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9
个百分点。其中，“深海一号”大气田去
年8月份顺利投产，拉动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1个百分点。

分市县看，全省16个市县（区）
规上工业均实现了增长。海口在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食品饮料、汽
车、烟草、天然气开采等行业增长带
动下，增加值同比增长14.8%；洋浦
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带动下，增加值增长3.8%；东方克服

去年一季度东方石化周期性检修影
响，推动化工行业满负荷生产，增加
值增长1.9%；澄迈在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带动下，
增加值增长2.6%；昌江在水泥、铁矿
行业增长带动下，增加值增长6.4%。

同时，我省工业发展质量效益明
显提升。去年1月至11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343.9
亿元，同比增长 20.7%。利润总额
176.1亿元，同比增长55.3%，比全国
平均增速高17.3百分点。

省工信厅去年还积极推动大项
目投产，一批破局性、带动性强的先
进制造业项目落地，装备制造业实现
重大突破，该厅还全面梳理工信领域
堵点问题，重点推动深海一号、澳斯
卡粮油、汉地流体等重大项目投产，
华盛聚碳酸酯项目竣工，明阳高端海
上风电装备项目“拿地即开工”，申能
风电机组整机设备生产制造项目开
工建设，浦科半导体和通航飞机项目
签订投资协议，实现项目快速落地，
尽早发挥经济效益。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谭齐

“平价”，成为2021年海南“菜篮
子”的关键词。

2021年11月，海口市多家农贸
市场试点推出6种3元特价菜，包括
苦瓜、蒜苔、青椒、尖椒、豆角、西芹等；

同年10月，三亚市已建设“菜篮
子”平价网点81家，基本覆盖该市主
城区和主要社区，基本蔬菜累计均价
为 3.50 元/斤，比 2020 年全年均价
（3.85元/斤）累计下降0.35元/斤；

同年10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已设立61个平价蔬菜摊位，平价
蔬菜市场占比14.32%……

这一年，海南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0.3%，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0.6个百分点，涨幅全国倒数第三。

2021年海南CPI全年总体运行
较为平稳。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3.3%，非食品价格上涨1.3%；消费品
价格上涨0.5%，服务价格下降0.1%。

“从统计数据看，2021 年海南
CPI涨幅创2010年以来的新低，比
2020年低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海南调查总队一级巡视员陈运兴分
析道，受生猪产能持续稳定恢复以及

“菜篮子”保供稳价措施得力等因素
影响，2021年海南食品价格同比由
2020 年 的 上 涨 10.5% 转 为 下 降
3.3%，对CPI平抑作用明显。

其中，猪肉、禽肉、水产品价格同比
分别由2020年的上涨44.6%、2.1%、
1.8%转为下降19.1%、4.9%、2.4%，是
食品价格同比走低的主要原因。

不仅有倒数第三，还有全国第一
——2021年，海南开展平价菜保供
惠民行动，“15+N”种基本蔬菜价格
显著下降，其中15个可比品种平均
价格降幅全国居首，多年以来百姓反
映强烈的菜价偏高、上涨偏快的问题
开始破解。

蔬菜价格显著下降，离不开我省
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抓生产、保
供应、畅流通、降成本，海南多措并举
让百姓吃上平价菜。

去年以来，海南落实常年蔬菜基
地最低保有量，稳步推进常年蔬菜基
地建设，全省现有常年蔬菜基地共
15.3万亩；大力推进蔬菜大棚建设，提
高夏秋季蔬菜特别是叶类菜生产能
力，逐渐提高本地蔬菜产量；建立外地
菜进岛合作机制，强化与云南、广西产
销对接，确保外地菜供应，提高岛外蔬

菜进岛数量，保障省内市场需求等。
同时，积极推进公益性批发市场

和公益性农贸市场建设，免费给蔬菜
种植户提供销售摊位，为种植基地和
周边零散种植户提供销售平台；大力
推进平价网点建设，逐步提高平价菜
的市场比例，发挥平抑市场价格的作
用；推广“基地+互联网平台+直销”
模式，促进产销对接，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流通成本。

此外，海南还通过压实“菜篮子”
市县长负责制、积极推进平价蔬菜保
供惠民行动工作、建立政府主导调控
平台、健全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增加

“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加强对市县
的考核和督导、做好民生兜底工作等
多项举措，对“菜篮子”进行保供稳价。

2022年，海南将持续强化保供稳
价，健全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机制，
压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从产、供、
销、储各环节协同发力，重塑“菜篮子”
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农光互补蔬菜大
棚4万亩，全省蔬菜平均自给率达到
60%，国有平价蔬菜市场销售份额提
高到50%以上，“15+N”种基本蔬菜平
均价格力争有下降、力保不反弹。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记者
傅人意）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8076元，增长11.0%；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407.15万亩；全省建成
高标准农田94.5万亩；全省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产值同比增长10%，
农 产 品 进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50%……海南日报记者1月28日
从2022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1年我省农业农村工作
呈现“三稳四进”新局面。

“三稳”，即农民增收形势稳、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开局稳。去年全省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76元，
增长 11.0%；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407.15万亩、产量29.2亿斤，生猪
存栏362.32万头，圆满完成国家下
达的任务；脱贫地区实施了一批特
色产业发展项目，推动脱贫人口人
均增收24%，高出全国7个百分点，
排名中西部省份第一。

“四进”，即南繁硅谷进展顺利、
高标准农田进度靠前、产业升级进
程加快、绿色发展有序推进。南繁
硅谷进展顺利。扎实推进南繁硅谷
建设，目前，南繁硅谷规划已编制完
成报国家审批，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挂牌运营，中科院、中国农科院等
16所科研院校以及中种集团、隆平
高科等25家种业企业入驻，南繁配
套服务区、生物育种专区等重点项
目基本建成，种子进出口生产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出台实施，南繁种源
核心技术攻关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
报表扬。

高标准农田进度靠前。全省建
成高标准农田94.5万亩，同步实施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88万亩，前三
季度排名全国第一。

产业升级进程加快。全省水
产养殖清退任务基本完成，新增深
水网箱632口，累计达1.2万口，规
模排名全国第二。休闲渔业试点
稳步推进，24米以下休闲渔船控
制指标审批实现突破，文昌市、万
宁市、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建
立了休闲渔船试点船型库。出台
共享农庄十一条，举办首届共享农
庄大会，签约33个共享农庄投资
项目，总金额达74亿元，认定了17
家海南共享农庄；琼海博鳌镇莫村
等4个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三亚市吉阳区、琼海市入选首批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有力促进
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好自贸
港政策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国际贸
易，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
同比增长10%，农产品进出口额同
比增长50%，洋浦引进澳斯卡粮油
加工项目，年产值达50亿元，势头
好、潜力足。

农业绿色发展有序推进。全省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9.71%，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12.8个百分点；化
肥农药施用量持续下降。

去年我省农业农村工作呈现“三稳四进”新局面

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8万元

农民增收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林森森）怎样帮助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1月28日，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提供的最
新汇总数据给出了答案：2021年海
南发放失业补助金1.9亿元、技能补
贴1800余万元，助力3.5万余名失
业人员重新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2021 年，全省失业补助金共
发放1.9亿元，受益者达16.23万人
次 ；全 省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支 出
1809.74万元，惠及1.44万人次；深
入企业开展“鼓励农民工到重点项
目企业务工八条措施”等政策宣

传，发动企业申报招工补贴；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3.5万余人，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119.78%，同比增
长14.15%。

“我省就业失业服务高频事项
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通办，群众可
不分参保地、工作地、户籍地、居住
地，就近或者网上申办业务。”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我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
作实现“免申即享”，通过数据共享，
免除企业申办稳岗返还的材料，企
业只需登录网站即可确认有关信
息，大大提升了申办便利性。

去年海南CPI同比上涨0.3%，涨幅全国倒数第三

百姓收获“稳稳的幸福”

去年我省工业投资首次突破500亿元

制造业投资增速名列全国第一

去年海南发放失业补助1.9亿元

3.5万余名失业人员
实现再就业

在海口市秀英区的菜篮子平价蔬菜店（永秀花园店）内，蔬菜品种多样、价格实惠。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聚焦海南 经济数据亮点

投资增速

稳岗就业

保亭组团赴昆明自贸区跟班学习

跟班学习补短板
以干带训提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郭祺）1月下旬，由省委组织
部选派的5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跟班学习干部
从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返琼。在短短三个月的跟
班学习里，保亭干部切实体会到云南开放协作扩
格局、创新发展添动能、解放思想寻突破的强劲生
命力，增强了加快推动保亭发展、建设海南自贸港
的使命感、紧迫感。

保亭县委办副主任李闻文的工作笔记，写满
了在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跟班学习的所思所想。

“从昆明回来后，每次翻开笔记，都会有新的
感悟。”李闻文说，在社会管理方面，昆明经开区文
化馆通过购买第三方社会服务，通过制定严谨的考
核标准，实现文化馆全方位标准化服务；果林社区
和阿拉街道顺通社区以党建引领多元共建，以社区
为中心组建联合党委有效整合辖区内的企业资源，
为企业提供各种会议、路演、商洽、会客厅、城市候机
厅等服务场所，上下联动、相辅相成，统筹下好城市
基层党建“一盘棋”，强化了社区服务功能，提升了区
域治理水平，这些都给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思路。

“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重点打造‘创业、创新、
创意’的‘三创’发展名片，立足昆明、辐射云南、面
向南亚东南亚，打响‘创意经开’品牌对我的触动很
大。”保亭旅文局副局长王瑜说，文化创意产业能将
抽象的文化直接转化为高度的经济价值，立足黎族
苗族文化，培育一批在省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
化创意品牌，对保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保亭计划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创意设
计和产品研发，促进传统工艺与文创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保亭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走深走实。

保亭县副县长林德国也深有感触，“云南自贸
区昆明片区重点产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新模式形
成多赢格局对我具有重要启示，我们要以一流营商
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林德国说，抓市场主体就
要抓营商环境，未来保亭将致力于打造便捷高效的
政务环境、利企惠民的政策环境、规范诚信的市场
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人才是第一资源。“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人才
战略持续加码，显示了园区推进人才工作的决
心。”林德国说，保亭着力构建起具有当地特色、适
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的人才发展体系，先后制
定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人才提供落户、购房、购车
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保亭人力
资源交易市场，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保亭干部纷纷表示，跟班学习锻炼收获颇丰，
将取长补短，将学习成果转化工作成果，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和保亭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白沙组团赴重庆自贸区跟班学习

学习山城重庆发展经验
书写白沙山水特色文章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卢海浪

“在跟班学习和调研中，干部们逐渐形成‘以
调研促学习、以学习攒经验、以经验提认识’的良
性互促模式。”谈起在重庆自贸区两江片区及北碚
区跟班学习的收获，白沙黎族自治县组团组长王
永珍说，“要努力把白沙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1%以上，生态环境质量
排名稳居全省前列的白沙，怎样在学习山城重庆
发展经验同时，写好白沙山水特色文章？

学“活”的思维、“闯”的锐气、“破”的方法，是
白沙组团多名成员致力于转化学习成果的写照。

“重庆自贸区在制度建设、基础建设、服务保
障等多方面均做出了大量创新和改进，值得海南
自贸港学习借鉴。”白沙组团成员王玉伟建议，白
沙应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坚持党建引领、保留
文化、产业升级、连片开发，大力提升居民居住水
平和城市整体风貌，多渠道保障住房需求，加强资
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大力发展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安居型商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城镇
居民提供有序住房保障。

“在重庆跟班学习期间，我着重在优化营商环
境、项目的谋划和管理等板块进行学习和研究，其
中运用大数据强化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的案例
让我印象深刻。”白沙组团成员吴姬璟子建议，白
沙应把项目数据整合起来形成项目管理数据库，
直接联结财政、资规、审批等各项要素部门，在推
动项目建设和项目管理方面将会更加有力。

“要提前做好白沙邦溪园区的定位和总体规
划，并长期坚持。”白沙组团成员王志凯说，在产城
融合发展方面，要提高邦溪园区的人才吸引力和
人流集聚力，通过园区和邦溪镇产城融合发展和
相互协调，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并向网络
化、服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发展。在平台公司建
立方面，转型前期建立管委会和下属市场化管理
公司相互交叉管理的平台公司，在运作中要坚持
党建引领作用，把牢企业的发展方向。

就如何抓好农村就业工作，白沙组团成员王
立功认为，要为广大农民工带来就业信息覆盖面
广、就业种类多、收入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在开
展就业技能培训、解决“求职难”、发展乡村产业上
不断发力，吸引农村能人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要学习借鉴北碚区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的先进经验，做强做优白沙生态农业和生态
旅游业两大产业，巩固橡胶、绿茶、南药、百香果、红
心橙、毛薯和山兰稻等产业成果，让白沙特色农产
品从原料供给升华至‘一菜多做’等特色饮食文化，
拉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白沙组团成员冯
钟建表示。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在三亚崖州区南繁公共试验基地，收割机正在收割成熟的杂交水稻。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关注第五批选派干部
跟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