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货物贸易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

经济外向度五年提高8.2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资五年累计超过90亿美元

海南经济外向度超过30%

同比显著提高 7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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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去年同期增长65.4%

增速跃居全国首位

2021

年

今
年
一
季
度

本省新闻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乐蒙 美编：杨千懿 检校：李彪 陈旭辉A03 综合

■■■■■ ■■■■■ ■■■■■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经济外向
度是衡量开放型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
水平的宏观指标之一。海南外向型经
济发展势头良好，入籍“中国洋浦港”
国际船舶达33艘，2021年货物贸易
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经济外向度五
年提高8.2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
五年累计超过90亿美元，接近之前
30年的总和。今年一季度海南经济
外向度超过30%，同比显著提高7个
百分点左右。

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助推海
南外贸平稳发展。2021年，海南货物
贸易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服务贸易

两年平均增长14.4%。2022年一季度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开门红”，进
出口总额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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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口102.2亿
元，增长72.7%，增速快于全国59.3个
百分点，排名全国第3位；进口332.9亿
元，增长63.2%，增速快于全国55.7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1位。海南货物出口
增速快于进口增速9.5个百分点。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顺
利开局、蓬勃展开。截至目前，150多
项政策文件先后出台，涵盖以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6+1+4”重

点领域，自贸港政策制度“四梁八柱”
全面成型。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清
单和最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地
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
理制度试点推进并增点扩区，封关运
作准备全面启动。海南改革的动力越
来越足，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此外，2018年至2020年，海南实
际利用外资连续三年翻番，2021年达
到35.2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全省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7.6亿美元，同比增
长 36.9%。2018 年至 2021 年四年
间，共有来自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
的投资者在海南投资，外商投资企业

累计达3446家。
另据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透露，海南正全力推进全岛封关运作
准备工作。把全岛封关运作作为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一号工程”，加快推进
开放口岸建设改造，高标准建设“二线
口岸”，推动全岛岸线闭合管控，确保
2023年具备封关硬件条件。完善“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管理制度，健全“五
个自由便利、一个安全有序流动”的政
策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确保2024年
完成封关各项准备。

此外，海南将推动鼓励类产业目
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等动态调整。加快实施
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既准入又
准营”、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加工增
值税收政策。探索实施全球资源要素
引进计划和重点国别合作计划，吸引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落户。

海南还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交汇点，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国家战略联动发
展。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成为国
内企业走出国门、外商外资进入中国
市场的重要门户。加快推动西部陆海
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建设等。

去年货物贸易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实际利用外资五年累计超过90亿美元

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本报石碌5月5日电（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黑头白尾，身形
小巧，展翅飞翔，灵动十足。5月 5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内，一群迁徙过境的“新朋
友”，吸引不少爱鸟人士驻足观赏。

“是‘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白翅浮
鸥！”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管理处副主任薛美丽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经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

鸟类专家认定，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发现白翅浮鸥，标志着该湿地
记录到的鸟类增至158种。

“发现它们的时候，有些在天上
飞着，有些在水中啄食，黑白羽毛颜
色分明，辨识度非常高。”薛美丽高兴
地说。

令人欣慰的不只是白翅浮鸥
的到来。4月30日，在海尾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薛美丽还监测到双

脚戴着环志的黑脸琵鹭，混在其他
黑脸琵鹭中，并标有“M01”字样。
据黑脸琵鹭环志资料信息显示，此
次被记录的黑脸琵鹭于去年6月出
生在韩国。

“为了维持生态平衡，给鸟类更
好的栖息环境，接下来我们将开展针
对外来物种水葫芦的清理工作。同
时通过安装红外线记录仪，弥补人工
无法监测的空白区域。”薛美丽说。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记录鸟类增至158种

白翅浮鸥来“做客”

1.5级企业港
入驻企业超百家

5月5日，在海口江东新
区 1.5 级企业港项目（一
期），入驻企业员工在舒适环
境中办公。

据了解，截至4月底，园
区共签约入驻企业104家，
包括中州航空、国开金属、中
交海投、中升集团、中鑫国汇
（金融湾）、国际贸易服务平
台公司等在内的头部企业已
入驻园区。2021年园区完
成营业收入约6亿元，其中
离岸贸易额约1亿元，税收
约6500万元。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海南科技馆
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刘梦
晓）机器轰鸣、车辆穿梭……5 月 5
日，在海南科技馆建筑工程项目施工
现场，多辆吊车忙碌着吊运建筑材
料，工人们正在紧张铺设钢筋和浇筑
混凝土。

“项目克服‘五一’期间风雨天气
影响，抢抓晴好天气，加班加点施工，
已完成首台塔吊安装和顶升工作。”海
南科技馆建筑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梁
华站介绍。

据了解，项目根据施工总进度计
划倒排工期计划，多方协调加大人、
材、机资源进场，目前已完成土方及支
护工程，正有序组织各参建单位开展
主体建筑阶段性工作，建筑工程预计
2023年6月底完工。

海南科技馆建筑工程项目系“省
会城市十大公共文化设施项目”之一，
项目由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承建，地
处海口市长秀片区长秀大道以南，经
二路以东，经三路以西，海秀快速路以
北地块。项目建筑面积4.65万平方
米，主要由主馆区、天象馆、风雨连廊
和室外科技文化广场组成。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周晓
梦 邵长春）光伏赋能，打造“绿电车
间”。5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国
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
简称华能）获悉，近日，华能海南海马
汽车总装车间4.6兆瓦（MW）分布式

光伏项目顺利开工，项目预计年均发
电量522.05万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4343.46吨。

该项目利用海南海马汽车有限
公司总装车间厂房屋顶面积31386
平方米，规划容量4.6兆瓦（MW），总

投资1970.16万元。电站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年均可
利用1131.11小时。

海马分布式光伏项目通过“绿
电”制取“绿氢”，全力支持海马汽
车实现“光伏发电→电解水制氢→

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全产业链零
碳排放，充分发挥华能产业优势、资
源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以

“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的方式推动海
南汽车产业向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
升级。

华能海南海马汽车总装车间4.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工

光伏赋能“绿电车间”

海口永桂花园安居房
B区项目加快建设
计划2024年4月竣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计思佳）3台预应
力静压桩机正在繁忙作业，土方车来回穿梭，工人
有序忙碌……5月5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
永桂花园安居房B区项目现场看到一派火热施工
景象。

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建公司项目经理王志刚介
绍，为争分夺秒抢抓推进工程建设，该公司全力保
障劳务工人、机械设备、物资材料等生产要素。同
时，按照“空间占满，时间用足”原则，施工现场多
个工作面同步开展，目前预应力管桩已完成1000
余根，钢板桩和降水井作业穿插施工，为接下来基
坑大面积土方开挖创造了条件。

记者从项目部获悉，该项目于2021年12月
28日开工，预计2024年4月竣工。建成后，可解
决海口664户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

海口永桂花园安居房B区项目

项目于2021年12月开工
预计2024年4月竣工

可解决664户
引进人才住房问题

本版制图/杨千懿

定安计划投入800万元
推出五大主题旅文活动

本报定城5月5日电 （记者叶媛媛）5月 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旅文局获悉，2022
年第二季度定安计划投入800万元，推出旅游
季、幸福跑、消费券、端午美食文化节、琼剧嘉
年华五大主题旅文活动，给予游客多重的文旅
融合新体验。

即日起至6月30日，定安将会同网络平台
合作推出“定安旅游季活动”，该活动涵盖定安
线上品牌馆、旅游精品推介、游玩优惠大礼包、

“酒店+景区、景区+景区”优惠联票套餐等一系
列旅游促销活动，同时将陆续推出荔枝采摘、大
自然研学、星空露营等主题活动，通过“网红打
卡”等方式引流，向游客分享定安美食文化和旅
游资源。

我省首笔DVP模式
常备借贷便利业务落地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为打通常备借
贷便利线上化业务流程，常备借贷便利白名单机
构海口农村商业银行向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申请100万元隔夜常备借贷便利，人民银行海口
中心支行通过“一键成交”“一键结算”的方式，
办理了海南省首笔券款对付（DVP）模式下的常
备借贷便利（SLF）业务，实现了SLF业务全流程
电子化操作，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时
效性。

据了解，SLF是人民银行以高信用评级的债
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作为抵押，向金融机
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的政策工具，也是实施稳
健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

■ 本报记者 昂颖

5月 5日 6时，一缕暖阳洒向澄
迈县消防救援大队广场，清脆的起
床号准时响起。澄迈县消防救援大
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李栋华像
往常一样，已整理好自己的床铺，正

准备和其他战友一起出操。伴随着
“一、二、三、四”铿锵有力的口号声
在操场上回荡，李栋华忙碌的一天
开始了。

带队排查火灾隐患，调派消防指
战员第一时间处置火情……这个“五
一”假期，李栋华同队里全体指战员一
道，始终坚持在岗值守。

“我打心眼里热爱基层，喜欢这里
火热的‘战斗’生活。”正是14年的基
层历练，让李栋华更加成熟。

对接服务近900家社会单位落实

“六加一”火灾防控措施；发现并督促
整改火灾隐患 13440 余处；主动为
200余家各类企业开展消防技术服务
……一串串数字，勾勒出李栋华的奋
斗轨迹。

“引导队里新入职的消防指战员
从琼崖革命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有利
于他们迈好履职步伐。”作为一名政治
教导员，李栋华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看
似无形，实则有形。深入浅出的内容，
更能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
果。依托当地红色资源，李栋华组织

开展了美合革命根据地主题教育系列
活动，引导“新兵”燃旺信仰火炬、筑牢
思想根基。

“新时代要求我们从单一的救
火队转变为应急救援全能选手。”作
为澄迈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班
长”，李栋华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为
了练就消防指战员们的过硬本领，
他自加了不少训练科目，创新了不
少战术操法。

同时，立足澄迈灾害种类特点，李
栋华根据辖区石化储罐和危化品运输

槽车类型，制作了9类可视化模型，使
指战员能够直观地了解各类储罐和运
输槽车，为开展针对性训练提供了极
大便利。

“目前，我们正加紧探索建设‘智
慧消防’，计划通过综合运用5G、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
力争串联起全县消防行业的各个参与
方，进行消防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
化管理，实现‘传统消防’向‘现代消
防’的转变。”李栋华说道。

（本报金江5月5日电）

让青春在“火焰蓝”中绽放
——访第二十八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栋华

我省开展文明旅游
暨诚信宣传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赵优）“五一”期
间，由省旅文厅主办、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文明旅游
暨诚信宣传主题活动走进多家景区景点，通过文
明旅游有奖知识问答、发放文明诚信旅游宣传单、
文明诚信志愿指引向导等方式，为广大游客营造
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助力海南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

作为本次主题活动一大亮点，“文明旅游有
奖知识问答”通过发放万份小礼品的方式吸引人
们参与其中，也引发了大家对文明旅游的关注和
热议。据悉，该有奖知识问答题目设置和海南旅
游结合紧密，涵盖疫情防控、滨海游玩、酒店入
住、景区游玩等多种出游场景，贴近实际的同时
趣味满满。

文昌国际航天城：

“三横五纵”路网工程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文城5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黄良策）5月5日，在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三
横五纵”路网工程（一期）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
正在进行路面附属工程施工作业。

“目前路基、桥梁已基本完成，管网和奠基
土建工程完成 85%左右，路面工程完成约
40%，路基附属工程约完成80%。”文昌国际航
天城起步区“三横五纵”路网工程项目部副经理
侯攀介绍。

文昌国际航天城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之
一，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三横五纵”路网工程
覆盖航天城起步区整个园区，是提高园区内部的
通达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推进“三横五纵”
路网（一期）工程项目建设，“五一”期间，文昌市有
关部门紧扣时间节点，开足马力，破解征地拆迁过
程中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跑
出“加速度”。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中的白
翅浮鸥。 薛美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