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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决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并融入新发展格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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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指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性走在全
国前列——

海南以“小步快跑”、蹄疾步稳的节奏，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近五年，海南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从4090亿元增加至6475
亿元，经济总量突破6000亿元关口，年均
增长6.6%，快于全国平均0.6个百分点。

特别是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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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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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取得重大突
破，成功走出转型“阵痛期”——

五年间，海南三次产业结构从22.6：
22.1：55.3演变为19.4：19.1：61.5，非农经
济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加

快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动能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依

靠消费和投资“双引擎”共同发力转变。
2020年，房地产调控闯关成功，2021年
投资增速加快至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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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家离岛免税经营
主体总销售额达601.7亿元，同比增长逾
八成。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接待医疗旅游12.7万人次、规模同比
翻番。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021年9月迎来首批学生，国际教育创
新岛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看布局，四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现
代产业体系逐步成型——

2021 年，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70%，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上缴
税收增长33.4%。

看趋势，市场主体越有活力，经济“肌
体”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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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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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经过南繁育制的水稻种子，种出一片金黄的稻浪，种出一方高产优产的“中国粮”；
一朵开在海口施茶村的石斛花，种出一片石斛产业新风景，种出乡亲们致富的幸福生活；
一座鸣响着远洋货轮汽笛声的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种出”一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在打开一

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大门”。
从种子到开花到结果，是一个生命孕育生长的全过程。这也是五年来，海南坚定信心，持续奏响

“经济转型三部曲”，描绘出的一幅生动鲜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图景：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响应，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日益优化，现代产业格局正在形成，人民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

持续发力 调优结构锚定高质量发展

构建体系 四大主导产业跑出新赛道

谋篇布局 区域协调一体化迈出新步伐

产业转型升级，不是简单的“加减
法”，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海南在新一轮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赛跑
中，不断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优化升
级传统产业，推动四大主导产业发展，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

站位于“高”，政策高地优化高质量发
展空间。近年来，150多项政策密集出
台，自由贸易港“四梁八柱”政策框架体系
基本建立。重大风险防控务实有效，对接
国际经贸规则，加快落实各项开放政策，
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发力于“聚”，以园区吸引产业集聚释
放规模效应。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海南生态软件园，以信息技术、互联网
平台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洋浦经
济开发区石油化工发力新材料产业；博鳌
乐城发展康养等未来产业，已具雏形……

着力于“新”，“陆海空”积蓄未来产业
新动能。文昌航天发射场商业航天发射

首战告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中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科研楼正在抓紧建设；“奋斗者”号万米深
潜逐梦深蓝……

落脚于“实”，精准定位产业细分赛道
跑出加速度。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新引擎。2021年，全省服务业（第三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高于整体
经济4.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82.5%。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36.6%。海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超过1200家，投资增长36.6%。

作为海南的“老字号”，旅游业不断释
放“新魅力”，2021年，海南全省接待国内
外游客8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同比增
长58.6%，人均消费额增长26.4%。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不断发展壮大。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初步建成，一批国内外顶尖
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相继落户扎根。

春催新芽，茶园飘香。位于海南中
部生态核心区的五指山市水满乡，返乡
创业大学生王宝莹在茶园里忙活着，他
的有机茶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小小茶叶
里，折射出的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增产增
收协调发展的关系。

事实上，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空间区
域布局密切相关。近年来，海南按照“三
极一带一区”谋篇布局，做大做强“海澄文
定”经济圈，做优做精“大三亚”经济圈，加
快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滨海经
济带建设，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为抓
手推进中部山区生态涵养保育。

去年12月29日，全省推进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暨儋州市和洋浦经
济开发区领导干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儋
州洋浦一体化正式启动。儋州洋浦一体
化开好局、起好步，有序实施管理体制改

革，扩展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开发范围，
促进儋州洋浦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发
展。

去年以来，海南不断推动“海澄文定”
经济圈、“大三亚”经济圈一体化纵深拓
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率先互联互通共
享，超前谋划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即将由点成线，并
将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杆
工程和传世之作，将从空间维度上打通高
质量发展的“任督二脉”。

今年，我省聚全省之力开展封关运作
准备大会战，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委托
专家评估组对海南首批58个封关运作项
目进行全面评估……

南海之滨，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必将绽放出世界瞩目的
耀眼光芒。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三亚海旅免税城运营管理部
副经理江枫：

深耕免税购物行业
实现更大人生价值

两年前，我从内蒙古呼伦贝尔
大草原来到热带滨海城市三亚，加
入三亚海旅免税城大家庭。在这
里，我不仅找到了一份热爱的事业，
还结识了许多亦师亦友的同事，大
家团结一心，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挥洒奋斗的汗水。

海南不仅是一个风景如画、气
候宜人的地方，还蕴藏着很多发展
机会，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激
情。2020 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让我看到
海南无穷的发展潜力，也更加坚定
了我来海南发展的决心。于是，我
毅然辞去原先稳定的国有企业工
作，登上飞来三亚的航班。对我来
说，这不是一趟短短几天的旅程，而
是可以实现梦想的征程。

2020年10月，经过层层选拔，我
成功入职三亚海旅免税城。这是一
个新设立的离岛免税经营主体，从拿
到牌照到开业迎客，仅用了130天时
间，也让我感受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速度”，还有自贸港建设者们
的拼劲与韧性。

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备，2020年12
月30日，三亚海旅免税城开业迎客。
我和同事们穿着整洁的工服，站得笔
直，笑迎八方来客。多种多样的促销
优惠活动，点燃了消费者“买买买”
热情，也让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忙碌
节奏。

同事们经常和我开玩笑说，我
的日子过得单调，每天在公司和家
两点一线中穿梭。但作为一名管理
人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应当
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做好每一项工
作，让每一位进店的顾客都能满意
而归。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亚海
旅免税城目前已累计引进 747 个国
际知名品牌，其中近200个品牌是首
次进入海南免税市场。2022年一季
度三亚海旅免税城实现销售额15.27
亿元，同比增长约200%。

蒸蒸日上的销售业绩，更加激
发了我的工作热情，也更加坚定我
留在海南干事创业的决心。现在，
我已将户口迁至海南，成为了一名

“新海南人”。未来，我将继续深耕
离岛免税购物行业，实现更大的人
生价值。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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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湾附近海域，大量游客搭乘游艇出海。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位于海口保税区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工人在装配车间作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火龙果种植科技扶贫
示范基地，万盏LED灯光同时亮起，用于夜间
催花补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俯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俯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