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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足马力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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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 27日讯 （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 3月 27 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海南离岛免税品广受消
费者欢迎，今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
店销售额超 150 亿元，同比实现增
长。

据统计，今年前两个月，海南10
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128.73亿元，
同比增长 33%。其中，免税销售额
119.46 亿元，同比增长38%；免税购
物人数 212.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免税购买件数1262.3 万件，同

比增长53%。步入3月，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受疫情影响较大，3月 1日至
23日，海南10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
额22.96亿元，同比呈下降趋势。

今年以来，海南 10 家离岛免税
店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相继
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活跃离岛免
税市场。一批国际知名品牌纷纷推
出新品、开设新店，从新品优品、主题
活动、优惠促销等方面深耕市场。海
南相关部门还联手免税经营主体，在

“海易办”平台首页开设离岛免税专

区，向进岛的省外游客发放优惠券，
深受游客欢迎。今年春节期间（1月
31日至 2月 6日），海南离岛免税店
7 天销售额超 21 亿元，同比增长超
过150%。

据了解，为更好满足海南离岛免
税市场需求，促进境外消费回流，我省
积极推进海南免税品品牌、品种、价格
与国际“三同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呈现品牌更加丰富、购物环境优化、营
销方式多样、购物便利性提升、风险防
控持续加强等特点。

品牌持续上新 活动丰富多彩

今年以来离岛免税店销售超150亿元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姚洁
斯）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月，海南以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重点，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主要指标实现平稳良好开局。

具体来看，产业投资高速增长，投资
结构持续优化。1月至2月，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6.7%，比2021年同期
两年平均增速加快12.4个百分点。其中
非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4.2%，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
分点。全省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
同比增长52.1%，占全省投资比重较去年
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同比增长80.4%和

9.2%，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5倍，住宿
和餐饮业投资增长65.6%，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5.8%，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增长56.1%。

市场销售增势良好，升级类消费品
销售活跃。1月至2月，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418.14亿元，同比增长16.7%，
比2021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加快16.1
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385.08 亿元，增长 16.9%；餐饮收入
33.06亿元，增长13.5%。升级类消费品
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新
能源汽车增长113.9%。

工业生产加快恢复，装备制造业增
势良好。前两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7%，比2021年同期两年

平均增速加快2.9个百分点。其中，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20.7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18.4%。

流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科技民生
支出保障有力。前两月全省货物周转量
1885.86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7.6%。其
中，水运周转量增长17.7%。全省邮政
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8.3%，其中快递业
务量增长36.6%。前两月全省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07.90 亿元，同比增长
24.4%。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比重为83.7%，比去年同期提
高3.5个百分点。

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市场销售增势良好、工业生产加快恢复

前两月海南经济实现平稳良好开局
本报海口3月 27日讯 （记者孙

慧）3月27日上午，位于澄迈县老城经
济开发区的海南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
限公司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里，工人
们加固好钢筋、浇筑上混凝土，待晾
晒凝固后，一个楼板构件便制作完
成。“这是我们集团第一个装配式生
产基地，第二个投产的生产基地在万
宁市，位于文昌市的生产基地也即将
投产。”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亚春说。

装配式建筑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近年
来，我省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布
局，引导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落户海
南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大力推广
装配式建筑建造和应用。2021年全省
新建建筑项目面积为4500万平方米，
其中装配式建筑占比达到51%。预计

今年全省新增建筑面积中，装配式建
筑建造面积占比将超过60%。

正在海口市国兴大道上加快建设
的中交国际自贸中心项目，就采用全
钢结构体系建造，装配率达到76.6%。

“装配式建筑建造不仅减少工地灰尘、
噪声污染，最大优势是缩短工期。”海
口中交国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峰说，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让建
设效率大大提升，原本预计4年的工期
如今已缩短到3年。

为完善装配式建筑产能布局，
2020年，省政府明确将装配式建筑部
品件新增产能集中布局到临高县金牌
港园区，在金牌港园区规划发展集研
发、设计、生产、施工、交易、维护等为
一体的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集群。近
两年，中铁建设海南绿色建筑产业园、
康庄住工装配式建筑部品件生产基

地、海南志特装配式建筑及新材料产
业园等项目陆续落地、建设、投产。

“今年还要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吸
引企业落户，未来将形成上游原料生
产、设备供应、研发设计，中游构件生
产、建筑施工，下游装配式装修、装配
式家居、运维管理等上、中、下游新型
建筑全产业链。”海南金发园区开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伟哲介绍，未来
将把金牌港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打造成
为带动海南装配式建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引擎”。

吴亚春还透露，海建集团是全省最
先“试水”装配式建筑市场的企业，如今
则致力于推动建造方式的变革、促进传
统的建筑业转型升级。“现在我们的装
配式预制构件年生产能力可达到30万
立方米，年供建筑面积近950万平方
米，累计供应省内235个施工项目。”

我省今年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发展——

新增建筑面积中装配率将超六成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晴空倒映在水面，蜿蜒的大茅河穿
过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鸟儿在河岸边
跃起身子掠过河面，拂得水面泛起阵阵
涟漪……近处小桥流水、远景群山如黛，

好一幅乡村风景画。
“真美！”3月25日，三亚市吉阳区大

茅河河道专管员黎玉感慨，在如画美景
中沿着河岸巡河，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风景勾起了黎玉的思绪：在她儿时
的记忆中，大茅河是鱼虾成群、水清岸绿
的“撒野”乐园。但在前些年，它却是让
周边村民头疼的麻烦。“生活污水直排、
河道内漂浮水草垃圾等原因，该村段的

大茅河成了一条人们要绕着走的‘臭水
沟’。”黎玉说。

变化发生在2019年：三亚正式启动
大茅河（远洋生态村段）应急治理工程，
根据“原生态河道为主，人工景观措施为
辅”的治理理念，在完善防洪、排涝、灌溉
等功能系统的同时，既保护河道内生态
的多样性，也防止水土流失。

下转A02版▶

三亚大力推进水综合治理工程，大茅河恢复好生态

水复清 岸复绿 景复美

海南省拟任干部
人选公告

（A02版）

本报洋浦3月27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米春蕾）
3月27日，新叻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

“马跃”轮完成16名船员的换班工作，
此前，该轮刚刚完成进口清关手续。
据悉，该轮是落户洋浦的第一艘外资
企业拥有的国际船舶，充分展示了海
南自贸港的吸引力。

载重5036吨的“马跃”轮原属新
加坡全球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所有，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总体方案》）公布后，该公司看
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景，于2021年
6月11日在洋浦注册成立新叻海运有
限公司，开始布局海南自贸港，拓展中
国市场。

今年3月2日，新叻海运有限公司
申请将“马跃”轮转籍注册为“中国洋
浦港”，成为入籍“中国洋浦港”第33艘
国际船舶。3月7日，海南海事局开通

“绿色通道”，为“马跃”轮两名泰国籍
船员办理了适任证书承认签证，两名
船员也因此获得在“中国洋浦港”籍
船舶上任职的资格，实现了允许外籍
船员在“中国洋浦港”籍船舶上任职
的突破。

《总体方案》发布至今年2月底，已

有412家航运产业相关市场主体在洋
浦注册落户，登记船舶204艘，总载重
吨达897.34万吨，其中，入籍“中国洋
浦港”的国际船舶达33艘，总载重吨
达516.79万吨，使得海南的国际船舶

总吨位跃居全国第二。此外，洋浦内
外贸航线总数达到39条，其中外贸18
条，内贸21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城
市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形成“兼备
内外贸、通达近远洋”的航线新格局。

首艘外资国际船舶入籍“中国洋浦港”

“马跃”轮完成进口清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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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中国洋浦港”的“马跃”轮。 新叻海运有限公司供图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

3月25日，俯瞰穿过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的大茅河，两岸风光优美。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全省产业投资
（不含房地产开发）

同比增长52.1%
占全省投资比重较去年

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增长1.5倍
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增长65.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5.8%

其中

今年前两月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6.7%
比2021年同期两年

平均增速加快12.4个百分点

分别同比增长80.4%和9.2%
分产业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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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春天来了，湿地里又有新景象。”3
月27日，天气晴好，位于儋州市光村镇
的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以下
简称湿地公园），水中茂盛生长的红树林
挤挤挨挨，连成一片幽幽的绿。眼前的
蓬勃景象，让巡护员罗理想很享受。

作为巡护员，罗理想见证了近年来
湿地公园里的许多新变化。2019年，为
推进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儋州市政府牵

头多个相关部门以及西联农场公司组成
联合工作小组，于当年逐步清退了湿地
里117口、占地1700余亩的养殖塘。

在退塘完成后，湿地公园迎来了蜕
变。

第一变，是景。
这两年，儋州相关部门和西联农场

公司在将大面积养殖塘“变废为宝”，因
地制宜地在公园里设置保育区，种下秋
茄、木榄、红海榄等1029亩本地品种红
树林，让茁壮成长的红树林成为湿地的

新景观。
此外，湿地公园里还有一处被称为

“90亩”的特殊用地。在生态修复过程
中，西联农场公司专程在园区里划出自
然恢复区，重新围堰，采用自然演替修复
的办法，作为红树林人工种植及自然恢
复对比性研究监测的对照塘。

第二变，是人。
湿地“添绿”之余，人们对红树林的

认知和保护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下转A02版▶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公司推进生态修复、湿地保护工作

湿地“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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