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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2022年一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成绩
单”已出。海南经济“产值”“颜值”如
何？经济“稳中有进”的成色怎样？从
以下“三本账”中，可以触摸海南经济
发展新脉动。

财政账本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财政收入，衡量地方经济实力的重
要指标。经济冷暖“税”先知。作为经
济的“晴雨表”，税收收入比重不断提
高，印证着海南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4.76亿元，同比增长19.3%，地方税
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77.4%，较上年同期提高0.8 个百分
点。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结构同步改
善，经济发展效益稳步提升。”省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瑜透露。

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
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

省财政厅今天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一季度，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502.7亿元，增长9.7%，绝大部
分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海南坚持把钱
花在“刀刃”上、花在要紧处。

财政收入的高低，与主导产业和

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有关。
这些年，海南成功奏响练内功、转

动能、引外力“经济转型三部曲”，体现
出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良好态势，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对经
济发展形成了“火车头”拉动作用。

开展投资新政三年行动，以有效投
资为引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投
资占比持续提升，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
重较2016年提升9.2个百分点，特别是
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2021年制造业
投资是 2016 年的 2.7 倍，年均增长
21.9%，为现代产业体系蓄积强劲动能。

今年一季度，产业投资（不含房地
产开发）较去年同期增长35.3%，产业
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33%，对全
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1.3%；制造
业投资增长110.4%，其中高技术产业
投资成为新增长点。

新兴产业承载新希望。海南着力
打造“陆海空”未来产业，瞄准培育南
繁产业、深海科技产业、航天航空产
业，加快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际
航天城等园区建设，成效初显。

南繁基地成为全国种业力量最主
要的集聚地、最知名的种业“打卡
地”。我国万米潜次和人数跃居世界
首位；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国家化合物
样品库三亚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即将

投入使用。“海南一号”卫星发射，加快
建设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加快
围绕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产业布局
航天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随着现代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
新动能不断蓄势聚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省统计局
局长刘自更说。

企业账本
重要指标增速明显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外资活跃度
是一个地区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近
年来，外企抢滩海南自贸港的步伐不
断提速。

新加坡全球能源国际有限公司
2021年在海南成立新叻海运有限公
司。2022年3月，公司旗下“马跃”轮
由新加坡转籍中国洋浦港登记，成为
最先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外资国际船
舶之一。“企业看好海南自贸港航运业
的持续开放，未来将开拓更多业务。”
新叻海运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杰说。

今年一季度，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7.6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2018
年至2021年，海南累计实际使用外资
87.96亿美元，达到建省以后的头30
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91.5%，四年
增长平均率达到79.4%，占全国比重
由0.54%上升到2%。2021年，全年

实际使用外资3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2%，全国排名由2017年的全国第
23位，跃升至2021年的全国第9位。

央企一直是推动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

截至2021年底，央企在海南设立
各类公司（机构）已达500多户，资产
总额突破6500亿元，2021年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缴纳税费总额等指标增
速明显。

民营经济是海南经济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全省新增民
营企业15万户，占新增企业总数的
88%，贡献全省六成左右税收。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抓自贸港
建设红利。

2018年4月13日至2022年3月
底，全省新增市场主体139.85万户，
增长率116.17%。《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全省新增市场
主体94.71万户，增长率88.83%。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快速增长，与
近年来全省营商环境的加速改善密不
可分。

个人账本
越来越厚实

籍贯临高的张红梅现在海口从事
家政工作，“每月收入5000元，一个月
还有 4天假期，比在老家务农强多

了。”她笑着说。
海口施茶村村民憧憬着，今年上

半年全村石斛种植总面积突破1000
亩，人均收入由1.45万元提高到3.2
万元。

张红梅和施茶村村民的小账本，
连接着海南大账本。

一季度，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8373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5.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1010元，名义增长4.4%；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75元，名义增长
7.9%。

“一季度海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5.6%，分城乡看，显著特
点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3.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
总队一级巡视员陈运兴说。

一季度，我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面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民生改善，从加强农业基
础、稳定经济增长、扩大人员就业、完
善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保障和增加居民
收入的结果。

就业稳，则经济稳、社会稳、人心
稳。

一季度，海南城镇新增就业4.04
万人，同比增长20.83%。

绘就幸福民生画卷，海南的民生
账本越来越厚实。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

从“三本账”看海南经济发展新脉动

澄迈一季度经济
“开门红、开门稳”

本报金江 4月 21日电（记者高
懿）4月21日，澄迈县召开2022年一
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公布一季度经济
数据，在遭受突发新冠疫情、原材料价
格上涨和供应链不稳定等不利因素影
响下，该县一季度GDP仍保持8.2%
的较高增长速度，较1至2月环比提
高4.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2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澄迈实际利用外资累
计完成4759.35万美元，完成省下达
全年目标任务的31.7%；农林牧渔业
四大行业产值呈现三降一升，生猪产
能自恢复以来，生产情况持续稳定，拉
动畜牧业产值增长明显；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48.28亿元，同比增长3.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亿元，同比
增长5%。全县21个大类行业中，预
计11个行业总产值实现正增长。市
场主体数量增加，全县纳入联网直报
的限额以上贸易业企业达125家，创
下近年来最好成绩。

海垦控股集团
主业增效、融合深入

一季度营收
54.96亿元

本报海口 4月 21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杨光）今年第一季度，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控股集团）营业收入54.96
亿元，同比增长6.6%，稳中有进，有
序开局。

海垦控股集团旗下产业公司利
润总额累计达到8040万元，同比增长
9579 万元，主业经营逐步聚集增
效。2021年，该集团推进同质业务
单元重组，产业专业化运营。经过一
年的整合，各产业公司、农场公司主
业聚集度逐步提升，稳步发展，尤其
在建筑工程、果蔬销售、禽畜养殖等
领域成效明显。

海南农垦旗下多个规模化、专
业化项目投用，稳产增收，为产业建
设积蓄动能。借助重点项目建设，
一季度海南农垦养殖板块，生猪达
到 20.65 万头，同比增加 99%，在鸡
蛋保障板块，蛋鸡存栏数104万只，
产蛋量达到3910吨，带动营收大幅
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海垦控股集团深
化垦地融合，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推动垦
地在空间规划、土地利用、产业投资、
公共服务和项目建设等方面一体化
融合发展。

我省151个集采中成药药品
预计6月底落地执行
该批集采药品均价降幅超40%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吉
秋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该
局不断扩大我省药品集中采购品种范围，近期参
加的两个中成药集中采购省际联盟公布中选招标
结果。我省此次共计集采151个中成药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超40%，最大降幅82.63%。这批集采
的中成药药品预计今年6月底落地执行。

其中，广东省际联盟中成药集采涉及我省53
个大品种，共132个药品；湖北牵头的中成药省际
联盟集采涉及我省7个产品组，共19个药品。这
151个药品包括血塞通、血栓通、复方丹参等产
品。该批集采药品将在6月底落地执行，患者可
在全省各级公立医院和自愿参与集中采购的民营
医院购买使用药品。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玉勇 吴兰枝）海南日报
记者4月21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6%，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1.1个百分点；全省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74.6%，增速全国排名第一；
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0.4%，
增速也排名全国第一。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6%

面对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
多不利因素影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全省工信系统上下联动，强化服
务，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实
现了工业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的

良好开局。
分行业看，一季度，我省电力、化

工、农副食品加工、汽车等行业平稳
增长，特别是受“深海一号”满产拉
动，一季度海南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近8.7倍，拉动我省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个百分点。

同时，我省还积极推动华盛聚碳
酸酯（PC）投产，汉地流体加大生产，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
一季度同比增长7.1%。居民用电、
第三产业用电实现了快速回升，电力
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而受一
汽海马产、销增长拉动，我省汽车制
造 业 增 加 值 一 季 度 同 比 增 长
60.1%。水产品和饲料加工业、槟榔
加工业回升明显，农副食品加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42.7%。省工信厅还

与海口市联动协调主要医药企业加
大生产，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分市县看，海口、东方、万宁等地
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海口努
力挖掘医药产业潜力，加之汽车、天
然气等增量带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9.8%；东方因华盛聚碳酸酯
（PC）投产等因素影响，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1.3%；万宁在电力、
槟榔加工业增长带动下，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6.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规上工业增
加值是在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7.2%
的基础上再增长7.6%，比前两年平均
增速高4.7个百分点，殊为不易。

工业投资增速全国排
名第一

今年一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74.6%，其中制造业完成投资同
比增长110.4%，增速均排名全国第
一。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投资同比增长69.5%。分市县看，儋
州（含洋浦）一季度工业投资增长
163.3%，拉动全省工业投资增长43.6
个百分点。

据统计，一季度全省工信领域
108个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78.07亿
元，占年投资进度的25.29%。其中，
百万吨乙烯项目投资达全年任务的
52.1%，占全省工业投资33.2%。此
外，6个项目提前到一季度开工建设，
全省工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省工信厅主要负责人表示，我省
一季度工业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
同时，制造业项目投资成为投资主体，
显示出我省工业发展的强劲后劲。“一
季度有明阳风电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
或加快建设，今年底明年初投产后将为
我省工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谢翔）海南日报记者4月21
日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获悉，近日，
该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兰花资
源专家黄明忠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发现了两个兰花新物种，该研究成
果已在植物分类学专业期刊《Phyto-

taxa》上发表。黄明忠表示，越来越多
新物种的发现，生动地呈现了海南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明忠介绍，此次发现的新种
——海南隔距兰，是其本人2008年
在五指山科考调研时从树上掉落的
植株中获得的，经过栽培后第二年开

花，但又发现其花与广布物种大序隔
距兰较为相似，难以区分。2016年，
他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
山片区陆续发现了这一兰花新物种
新的居群。结合其野外分布信息和
分子证据，黄明忠在发现后的第12
年将之发表为新种——海南隔距兰。

凌氏石豆兰是黄明忠2013年在
吊罗山在一棵高树上进行兰花调查
时发现的。该物种植株迷你，紧贴树
皮生长，开出的花朵却异常美丽。为
纪念已故的海南花卉产业先行者凌
绪博教授，黄明忠给兰花命名为凌氏
石豆兰。

一季度我省工业投资增长74.6%
增速全国排名第一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两个兰花新物种

3月以来岛内三大机场开通“绿色通道”

保障超3000吨鱼虾苗出岛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杜涛 于翔）为应对鱼虾苗运输高峰季，海南机场
提前部署，旗下海口美兰、三亚凤凰和博鳌等岛
内三大机场克服疫情影响，多方协调开通“绿色
通道”，3月以来至4月20日，累计保障运送超
3000吨海南鱼虾苗出岛。

为确保水产品存活率，鱼虾苗运输对于时效
性要求极高，因此空运成为首选。但受疫情影响，
航空货运能力大幅下降，货运网络通达性削弱，鱼
虾苗货物运输严重受阻。

为此，岛内三家机场灵活调整运营策略，积极
协调航空公司、海关等单位，争取各方力量支持，
优化航班舱位配置，加大投放宽体机运力，同时通
过强化人员联动、优化生产保障流程，提升作业效
率，在舱位批复、严格收运、过检出仓、装机等环节
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海南鱼虾苗货物运输
全流程高效、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凤凰机场积极克服因疫
情导致国际航线停运的阻力，灵活利用三亚至深
圳、广州航线腹舱运输近千件国际转关鱼苗，满
足货主国际货物运输需求，进一步拓宽销路，提
升海南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也为后续开通国
际货运航线奠定基础。

凌氏石豆兰。 本组图片均由 黄明忠 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站式”服务
减轻企业办事成本

园区审批提效
项目建设提速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道路挖掘审批最快需
要多久？

“以前办理道路挖掘许可证需要跑多个单位，
7天左右才能拿到，没想到，在这里一天就能办
好。”日前，崖州湾皇冠假日酒店项目负责人张鹏将
办理道路挖掘证的相关材料，提交到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第二天一早，许可证就办下来了。

以往，办理道路挖掘许可证，需要经过申请、
受理、勘查、审核、缴费、办结等程序，从窗口受理
到发放证书，快则5天慢则7天。

“我们采取提前介入及专人对接等方式，最大
限度压缩业务办理时间，节省企业时间成本。”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服务专
员在接到企业咨询或申请时，及时告知所办事项
办理流程、办理依据、申请条件、提交资料和注意
事项等内容，为申请人答疑解惑；提前告知申请人
现场踏勘的检查要点及需达到的标准，为加速审
批创造条件；为企业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协调解
决审批事项办理中遇到的难点堵点，减轻企业办
事成本。

“近年来，科技城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企业获得感不断提升，更让我们坚定当年入驻园
区的决定是正确的。”张鹏说。

原来，该占地53亩的酒店及配套项目作为园
区早期项目，早在2013年和2014年就启动投资
建设，然而因历史问题，项目建设停滞。2017年
宁波嘉鹏投资有限公司收购该酒店项目。2020
年，该公司引进洲际集团旗下世界知名五星级品
牌“皇冠假日酒店”，以高品质标准建设和运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实行“城小二”服务模式，
通过极简、高效、专业的审批服务，极大缩短企业
急需解决的各项报批工作时限，助力项目顺利推
进。“园区的优质服务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张鹏介绍，目前，酒店已实现封顶，正加紧内部装
修，将于明年正式对外营业。

优质的园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壮大，企
业也在茁壮成长中回馈园区。近年来，该公司多
方筹集捐赠防疫物资，助力园区投入抗疫战斗；同
时，以低于市场价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提
供40套人才住房，解决园区稀缺人才的居住问
题，促进了崖州湾科技城招商引资工作。

（本报三亚4月21日电）

海南隔距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