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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票“零关税”帆船在三亚进口通关

三亚完成首单种质资源引进业务
促成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第一单

三亚率先优化营商环境立法
出台《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若干规定》

三亚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信用承诺机制

全省首宗“先租后让”土地先后落地成交

全国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示范项目落户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挂牌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繁育种研究中心挂牌

国家（三亚）隔检中心主体施工完成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建成试运行

设立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设立三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成立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

海南国际清算所落户三亚

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落户三亚

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迁址三亚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建设

成功举办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中种集团总部落户三亚

推进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建设

三亚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2.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增长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3.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8%

新增招商引资注册企业增长32%
新增外资企业增长 118%
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46.3%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0.3%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57.1%
旅游总收入增长65.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0.5%左右

三亚高质量发展成绩单2021年

三亚大事记2021年

春风润琼州，鹿城万象新。
回首四年前，振奋人心的场景依然

历历在目。2018年 4月 1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
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随后，《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发布，对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

如山厚望，激发争先之志；春雨润
物，鼓舞奋进之心。

四年来，三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12号文件精神、
8号文件精神，贯彻省委、省政府一系列
决策部署，团结一心、攻坚克难，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蹄疾步稳抢抓自贸港建设
机遇，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
标杆，交出一份勇立潮头、奋发有为的鹿
城答卷。

这份答卷，写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热
带滨海城市的变奏曲中，写在崖州湾畔
科技城、中央商务区建设的热潮里，写在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的美景间，写在博后
村老乡腰包日渐鼓起的幸福笑脸上。

自由贸易港建设展现新气象

排队，成为三亚独特的“风景线”。
免税店内，购物、结账的队伍常常排成长
龙；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三亚港出海进
港的游艇密集穿梭，呈现出“排队出海”
的情景。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
开，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三亚全力落实自由贸易港
政策早期安排，率先落地营运用交通工
具及游艇“零关税”和自驾游进境游艇免
担保等政策，离岛免税新政和“两个15%
所得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离岛免税购
物金额占全省销售额的七成以上。2018
年4月13日以来，新增人才落户4.2万余
人，常住人口突破100万人；新增市场主
体15.81万家，其中98家世界500强企
业、34家中国500强企业在三亚注册分
支机构。崖州湾科技城和中央商务区加
快建设，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省深海技
术实验室等一批高新技术平台以及上海
交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知名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研究院落户崖州湾科技城，16
家总部企业落户中央商务区。获批设立
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实施制度集成创新行动计
划，12项制度创新成果入选全省发布案
例，“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医改新模式获国务院
通报表扬。依法设立4家法定机构，构
建起“1+2+6”国企发展新格局。获批全
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农村“三变”和“三块
地”改革加快推进。风险防控扎实有效，
有力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园区之
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启动建设以来，紧
密布局南繁科技和深海科技两大板块，
目前累计注册企业6156家，现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133家，其中世界500强企
业（含控股子公司）17家，外资企业78
家。这是三亚城市动能转换、产业升级
的缩影。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三亚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房地
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17
年的63.3%下降至2021年的49.3%。旅
游业持续提质升级，五年接待过夜游客
9941.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4.27%，对全省旅游总收入贡献率达
48.7%。2018年以来，现代服务业、热带
特色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
均分别增长11.4%、7.3%和4.9%，“3+1”
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大三亚”经济圈建设稳步推进。

城市形象品质得到新提升

海月艺术驿站、海虹旅游驿站、海洋
文化驿站从无到有，骑行、夜跑、健身等

“慢生活”成为三亚度假新时尚，三亚湾
沿线楼宇夜景照明改造升级、凤凰岛滨
海夜景灯光秀、休闲广场创意灯光秀，一
改昔日灰暗的滨海夜色。三亚湾城市功
能提升项目，经过一年多施工建设，“绣”
出自贸港高品质“城市会客厅”。

近年来，三亚启动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提升三年行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通
过专家评审，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
步提升。

三亚扎实有效开展“创文巩卫”，成
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建成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等一批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凤凰岛二期、亚龙湾瑞吉度
假酒店配套游艇码头项目等中央环保督
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
进，城乡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提升，积极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开展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禁塑”、新能源汽车推广、装配式建
筑等标志性工程。2021年全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100%，地表水监测断面累计
均值水质优良比例为100%，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近岸海域海水监测达标率100%，森林覆
盖率69%。成功举办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三亚国际音乐节、三亚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会以及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
谈会、世界顶尖科学家三亚论坛等重大
活动，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

《三亚市美丽乡村建设管理三年
（2021—2023 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1年 6月 25日出台，包含强化规划
统筹引领作用、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工作、规范农村（垦区）建设行为等
十一大方面34项工作内容，现已完成村
庄规划编制，27个行政村入选全省星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博后村荣获2020年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奖，大茅村入选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方案的出台
和稳步实施标志三亚城乡融合发展向
纵深推进。

过去几年，三亚深入推进“多规合
一”改革。“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
善，建制村100%通公交、光网和4G网
络，实现主城区室外5G信号连续覆盖，
农村居民生活和动力电通电率100%，城
区管道燃气使用率达95%，在全省率先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人民生活质量跃上新台阶

青山葱茏，绿水环绕，如今的博后村
一栋栋风格新潮、特色鲜明的民宿成为
独特风景，点缀在山海椰林间。正是依
靠小小的民宿，博后村村民苏越军把苦
日子酿成甜生活：夫妻俩装修了房子，购
买了大电视、新沙发，小家被装点得温馨
舒适。昔日的贫困村庄，如今已蜕变为
生机勃勃的旅游乡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三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狠抓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三亚民生账本逐年增
厚。全市建档立卡2253户10065人提
前一年实现全部脱贫。每年财政支出超
过77.1%投向民生领域。五年城镇新增
就业17.04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34万人，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6.9%和8.3%。大
力引进国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4个区
均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
认定，完成83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项目建设。完成棚户区改造2.27万
套，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5万套。
社会保险参保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力做
好“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深化平安三
亚、法治三亚建设，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党建引领促干部能力提升

三亚投促局依托“晨学课堂”培养三
亚招商尖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水电气报装实现“一站式”“两先行”“四
个零”，大幅提升供水报装开通速度，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三亚深化推进食品经
营许可改革，业务办理地点从“一点”到

“多点”，办结时限从12个工作日缩短至
10个工作日，群众办事更舒心……

三亚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促干部能
力提升。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
史学习教育，隆重举办庆祝建党100周
年系列活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建立健全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机
制，推动党员干部敢担当、善作为。统筹
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建成15个
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和82个党群服务
中心。三亚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
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作为
三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风向
标”“擂台赛”，干部作风更加扎实，部门
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机关行政效能明显
提升。三亚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爱国统一战线持续巩固壮大。持续巩固
军政军民团结，落实退役军人优待政策，
连续四届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

新的征程、新的使命。2022年，是
党的二十大和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召开
之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攻坚之年，
也是封关运作准备关键之年，激励三亚
干部群众在新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开年第一季，三亚接续“制度建
设年”扎实开展“制度执行年”行动，推动
营商环境时间、环节、成本等指标步入全
国先进行列；全力推进“六水共治”攻坚
战，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深入实施创
新能力提升、产业培优提升、民生建设提
升“三大工程”，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推广万亩“稻菜轮作”，合理提高耕地复
种指数，助力保障粮食安全……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就；时
代的华章，在接续奋斗里书写。三亚人
民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当好排头兵、打造新标杆。

（本报三亚4月14日电）

无人机拍摄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新华社发

①游客在三亚海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②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③在三亚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国家热带兰花种质资源库，工作人员为兰花种苗换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④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育种专家在忙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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