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35.3%

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

较去年同期增长35.3%
高出全省投资

增速 19个百分点

海口海关共监管
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金额 147.2亿元
同比增长8.4%

购物件数2027万件
增长 14.2%

人均购物金额8372元
增长 10.2%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435.1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65.4%

增速快于全国

54.7个百分点
跃居全国首位

海南实际利用外资

7.61亿美元

同比增长36.9%
（今年前两个月，全省新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2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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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喜迎省第八次党代会踔厉奋发这五年

东方三家镇乐安村种植户吉红科：

种植火龙果
种出火红好生活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4月20日，在位于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的
一处火龙果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整齐的支架
上攀爬着翠绿的藤条，有的长出了花苞，有的
已经挂满了红彤彤、圆滚滚的火龙果。

一大早，乐安村村民、基地负责人吉红科
就来到了基地的工作棚，换上迷彩工作服和帽
子，然后拿出修枝剪，背上喷雾器。他要开展
病虫害防治，确保今年有好收益。

“这时候蓟马比较多，防治病虫害是关
键。”吉红科说。他仔细查看花苞的长势，慢慢
打开花瓣，看到了蓟马，立即拿起了喷雾器，对
着花苞精准喷洒药物。

天气慢慢热了起来，吉红科顾不得擦拭面
颊上的汗水，继续忙着喷药。今年49岁的他务
农已经20余年，但种植火龙果也就几年时间。
2019年，在村里大力支持、村致富带头人带动
下，考察多地市场后，吉红科租地发展火龙果
种植产业。

“老吉，又在忙呢。这几天村里计划邀请
专家下来做农技培训，到时候记得过来参加。”
乐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德阳急匆匆赶来基地
通知。

吉红科放下手里的活，抬头朝彭德阳笑了
笑，“好嘞，谢谢书记。到时候我叫上基地里的
工友一起过去。”这些年，吉红科通过参加农技
培训班、找致富带头人取经等方式掌握了种植
技术，解决了种植难题。

种植面积从最初的85亩扩大到了如今的
200亩。“如果管理好，今年每亩纯收入可以达
到约2万元，预计纯收入约400万元。”他说。

火龙果种植给吉红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
改变。2020年以来，他在东方市区购买了房
子，还添置了小轿车、小货车，“日子像火龙果
一样越来越红火。”吉红科说，不仅是他，村里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植了冬季瓜菜、热带水
果，大家住上了小洋楼，生活越来越好。

“今年村里还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硬化村路、安装照明路灯、美化墙面、建设公交
站台、改造排污设施、设立垃圾分类点等。”彭
德阳说，“未来村里发展会更好。”

（本报八所4月20日电）

从“调理肌体”转向“强身健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南持续奏响“经济转型三部曲”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傅人意

签约——在近日举行的海口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重点项目签约专场活动上，大型制药外资企
业晖致医药有限公司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签约，计划在园区建设智慧医疗总部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购物——不久前，山东游客沈丹丹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一次性购买了2万多元的护肤品
和化妆品，感叹“一年都不用愁了”。

落地——4月19日，泰佩思琦集团宣布在海南正式设立集团中国旅游零售总部，立足海南
自贸港扩大旅游零售业务布局。

来海南投资，到海南购物，在海南布局，三件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指向的是同一条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路径，奏响的是同一曲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音——近年来，海南持续奏响练内功、转动
能、引外力“经济转型三部曲”，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调理肌体”转向“强身健体”。

特别是2021年，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史性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11.2%，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两年平均增长7.3％，位居
全国第一。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9%，
全省固定投资同比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全国第一，两年平均
增速全国第一。

“2021年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历史性跻身全国前列，这样的成
绩来之不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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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房地产调控闯关成
功，投资实现正增长8%，2021年投
资增速加快至10.2%，两年平均增
速达9.1%，增速位于全国前列。其
中，2021年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比达70%、提高5个百分点，上缴税
收增长33.4%。

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带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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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提高5.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第二
批集中开工活动中，一大批产业发
展项目启动建设，为我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蓄势赋能。

海南自由贸易港2022年第一
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项目
签约计划总投资额突破130亿元。
其中，儋州、琼海、文昌、万宁、澄迈、
昌江等市县集中签约项目主要为产
业发展项目。

据统计，2022年一季度，本年
新开工项目个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48.8%；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较去年
同期增长134.4%，高出全省投资增
速118.1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
长7.4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完成投
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11.1%，占
比较去年同期提高5.6个百分点。
其中，非房新开工项目投资较去年
增长185.8%，拉动全省新开工项目
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

2022年一季度海南省经济运行
情况新闻发布会透露，“产业投资提
升年”和“基础设施推进年”实施取得
成效。全省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5.3%。一季度，产业投资（不含房
地产开发）较去年同期增长35.3%，
高出全省投资增速19个百分点。产
业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33%，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
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1.3%，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

练内功
向“优”要“动力”

三亚国际免税城的热闹场景。（资料图片）

百姓添福祉
喜迎

2021年9月23日，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首批学生参
观试验区规划展厅。 （资料图片）

建设中的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CBD）。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上接A01版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主持会议并提

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出席会议。省旅文厅
等部门作了汇报，海口市等有关市县负责人作了
发言。

李军指出，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要
坚持统筹谋划、远近结合，用项目化方式，以“快”
抓好文物保护，以“深”抓好学术研究，以“实”抓好
干部培训，以“融”抓好开发利用，以“效”抓好交流
传播，以“力”抓好立法监督。要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两创”方针，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海南打造
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重镇。

徐启方从高位推动、规划引领、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4月16日，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揭牌仪式在海南大学举行。该中心将发挥“小平
台、大网络”的作用，统筹相关研究力量，加大对东
坡文化研究与传播力度，加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
设。李军、肖莺子出席并揭牌。中国苏轼研究学
会会长周裕锴，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系艾朗诺教
授作视频致辞。

在城乡建设中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上接A01版
广大省政协委员进一步提高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的思想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珍
惜并用好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独特的话语权。要进
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优化社情民意信息选题，
围绕党政关注焦点、社会讨论热点、群众关注难点
等问题，收集反映有价值的社情民意信息，不断提
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量，为党委、政府决策
提供重要参考。

毛万春强调，省政协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
政协委员履职教育，引导委员充分认识社情民意
收集对提高政协民主协商水平的重要性，树立责
任意识、精品意识。要提高社情民意收集信息化
水平，及时反映问题，提高处置效率，提高政协民
主协商工作水平。要抓好社情民意反馈，通过开
展民主协商促进各类问题解决和落实。

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反馈
提高政协民主协商工作水平

多措并举培育发展新动能，海
南经济发展的韧劲、后劲不断增强。

“‘购免税’，够活力，够便捷！
我给亲戚朋友买了几万元的新年礼
物，有化妆品、皮包、手表，由免税店
包邮寄回家！”2022年春节期间，在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来自黑龙
江的游客李女士开心地说道。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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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开门
红”。一季度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47.2亿元，同比
增长8.4%；购物件数2027万件，增
长14.2%；人均购物金额8372元，
增长10.2%。

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赛跑中，新旧动能转
换，最根本的任务在于，加快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化
解落后产能。

近年来，海南经济发展动力从主
要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向消
费和投资共同发力转变，大力发展

“3+1”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陆
海空”三大未来产业，推动“三棵树”
扩面增质，尤其是积极做好吸引境外
高端购物、医疗和教育三篇消费回流
文章，加快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设立全国首个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和
评价重点实验室，特许药械进口量、
特药险参保人数、医疗旅游人数持
续增长，截至2021年 12月底使用
进口特许药械品种突破200例，与
80多家知名药企建立合作关系；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021年10月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
生。截至今年1月，试验区已签约
引进中外高校共20多所；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各
类活动丰富多彩，首发首展首秀亮
点纷呈，共举办配套活动130余场，
发布新品超过550个；

2021年，海南全省接待国内外
游客8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
58.6%、快于游客增速33.1个百分
点，人均消费额增长26.4%；

……
与此同时，海南外贸进出口取

得亮眼成绩，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
加强。2022年一季度，海南货物贸
易进出口43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65.4%，增速快于全国54.7个百
分点，跃居全国首位。

吸引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各类市
场主体参与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经
济发展更具活力。

欧莱雅旅游零售海南办公室开
业；正大万宁兴隆咖啡城等一批项目
集中开工建设；美国高通公司等30余
家跨国企业参加“跨国企业海南行”系
列活动，寻找合作商机；奥地利商务代
表团来琼考察，10余家奥地利企业发
现合作新商机……今年以来，海南利
用外资不断迎来新进展，外资快速布
局海南自贸港。

作为岛屿型经济体，海南深知市
场主体的重要性，在做好培育的同
时，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优化营商环
境，敞开怀抱欢迎全球投资者到海南
投资兴业。

今年前两个月，全省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238 家。一季度，海南
实际利用外资 7.6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6.9%。2017 年以来，海南实际
利用外资连续四年翻番。如今，来
自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
携资金、技术、理念等，竞相在海南
自贸港布局。

这背后的原因和首届消博会的举
办不无关系，其“溢出效应”也让海南
的国外“朋友圈”不断扩大。刚与海南
省经发局、海口综保区管委会达成合
作的泰佩思琦正是首届消博会的参展
商之一。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海南市场持续释放强劲势
能，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和不断优化
的营商环境吸引、鼓舞着我们前行。”
泰佩思琦亚太区总裁、蔻驰中国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称，泰佩思琦
中国旅游零售总部正式落地海南对其
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期待在
2022年消博会上，同更多伙伴交流互
鉴，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助推中国消
费品产业及时尚行业蓬勃发展。

不只是泰佩思琦一家企业看好海
南自贸港的前景。目前，不少外商投
资企业正聚焦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投身消费、贸易等领域，发力产业
项目，深耕海南自贸港。瑞士历峰集
团、德国欧绿保、英国阿斯利康等国际
知名企业积极在海南投资兴业，一批
高质量外资项目得到重点推进。

实践证明，“经济转型三部曲”是
海南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利器”，也是海南征战未来、创造
辉煌的重要依托。奏响“经济转型三
部曲”，海南正在以更高水平、更高质
量推动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

A 转动能
向“新”要“聚力”

B 引外力
向“外”要“磁力”

C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砥砺奋进。省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
领全省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推进自贸港建设，谱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

在省第八次党代会召开之际，本报今起开设“喜迎党代会 奋进的五年”栏目，全面展示我省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贸港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鼓舞全省人民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答卷。敬请关注！奋进的五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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