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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开局平稳 迎风前行

8.3%，这是2022
年一季度澄迈地区生
产总值（GDP）同比增
速，是澄迈交出的最新
经济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来之
不易。虽受新冠疫情
影响，叠加原材料价格
上涨和供应链不稳定
等不利因素，一季度
澄迈 GDP 仍然保持
较高增长速度，增速
较 1月至 2月环比提
高4.9个百分点，且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2.2
个百分点。

2022 年以来，澄
迈全县上下绷紧“慢进
是退、不进更是退”的
紧迫感，把促进经济提
质扩量增效摆在首位，
重点抓牢复工复产、项
目招引和有效投资，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稳住基本面，打
出新攻势，交出一份提
振信心的优异答卷。

观经济发展之势 稳中有进蓄势发展

从数据看澄迈经济发展大势，经
济向上发展的路径清晰可见。

经初步预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和发改委制定的计划数9项一类指标
中，6项超过全年目标和一季度目标。

其中，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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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序
时进度6.7个百分点。主要因为信义
玻璃、康哲美丽科技等外资企业投资
贡献，全县有外资参与的企业共55
家，一季度仅有9家有外资贡献，预计
二季度以后还将有深澄供应链、成氏
投资集团等8家企业引进外资投资。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完成
21.4亿元，同比增长212.4%，高于全
年目标增速197.4个百分点，高于一
季度计划数187.4个百分点。据1月
至2月数据显示，澄迈县货物进出口

企业约55家，其中排名前十的企业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县进出口总额
约70%，10家企业中有8家为新增企
业，增量企业的贡献拉动了货物贸易
的增长。

此外，一季度澄迈县农林牧渔业
四大行业产值呈现三降一升，主要依
托畜牧业拉动，生猪产能自恢复以
来，生产情况持续稳定，拉动产值增
长明显。一季度澄迈县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 48.28 亿元，同比增长
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0亿
元，同比增长5.0%。全县21个大类
行业中，预计11个行业总产值实现
正增长，增长面为52.3%，实现两位
数增长的行业有8个。

工业是澄迈的老牌经济支柱。1
月至4月澄迈规上工业生产平稳，全县
81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66.14

亿元，现价同比增长15.6%；全县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2%。

已有30多年历史的澄迈老城开
发区，是海南新型工业重地，也是澄
迈工业的支柱。近年来，随着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入推进，老城开发区的工业结构
已逐渐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
此澄迈开始在老城开发区推进“腾笼
换鸟”战略，推动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近年来，老城经济开发区整顿、
关停141家“小散乱污”企业，为高科
技、低排放、低能耗的项目腾出更多
发展空间，并加强对现有企业的管理
和整治，使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整
个片区提档升级成效明显。

如今，升级后的开发区一片绿色
生态景象：区内的澄迈华盛天涯水泥
有限公司通过置换水泥球磨机“肚

子”里的钢球，使每台机器每年可降
低能耗660万千瓦时；区内的工业大
道上，一条长达14公里的供热管道
自华能海口电厂引出，连接园区内20
家企业用户，令电厂多余热能得到循
环综合利用。

作为入驻老城经济开发区16年
的“老牌”企业，翔泰公司见证了老城
的发展。“仓库占地1.14万平方米，于
今年1月投产运营，实现了全自动化
操作。”翔泰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随着园区发展，企业设备升级，目前
该企业已实现仓储物流、胶原蛋白生
产全自动化。

与此同时，澄迈加快推进一产与
二产、三产融合。产业结构实现由

“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
过50%。

从固定投资、消费市场等一系列
经济指标的走势，可以感受到澄迈经
济发展的强劲脉动和内需潜力不断
释放。

今年1月至4月，全县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3.5%，比2021年加
快12.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
12.53亿元，同比增长6.5%。从项目
个数看，1月至4月，全县500万元以
上在统投资项目一共314个，较去年
增加23个，同比增长7.9%。其中，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8个，同比增
长16.7%。新增项目完成投资5.02
亿元，同比增长250.5%，投资趋势优
于去年同期。

要问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
资这个主角“唱”得如何？答案是，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澄迈投资正加快恢复，呈现持续回升
态势。

一切围绕发展转、一切盯紧项目
干。摊开澄迈县第一季度的固定资
产投资数据图，欣欣向荣的态势跃然
纸上。新的重点项目还在不断涌入，
项目工地机器轰鸣更响亮、企业车间
工人生产更忙碌，处处可见热火朝天
的项目建设景象，正以“一天一个变
化”的速度加快建设。

“现在进度已完成20%，我们为
了尽快投产，通过交叉施工、提前储
备材料、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等方式，
加快工程建设速度。”京东智能产业
园-海南澄迈二期项目负责人赵艳彪
说，二期项目于2021年12月底正式

动工，5栋物流仓库正同步推进建设。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手抓工地防
疫、一手抓项目进度，以重大项目推
进的‘稳’和‘实’，着力推动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进’和‘优’。”老城开发区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淞告诉笔
者，重点项目对投资的支撑引领作用
突出，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全面做
好重点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土地供
给等要素保障，确保重大项目有序有
力有效推进。

此外，进一步优化项目跟踪服务
机制，澄迈县在“六个一”项目跟踪责
任制基础上，配套实施项目管家帮办
服务、专班服务等，形成“1+X”的项
目跟踪服务机制，完善企业服务卡，

建立“问题清单”“转办清单”“履职清
单”等“三张清单”，切实保障项目建
设全流程、全链条服务质量。

今年以来，澄迈县通过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以“项目管家”服务机制，
服务于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全流程，
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从行业投资情
况看，采矿业同比增长114%，制造业
同比增长6.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9.2倍，批发
和零售业增长156.6%。

消费四大行业的新增长点频
现。批发业中，海南生态软件园的限
上批发业销售同比增长149.3%，对
全县批发业增长贡献率达194%；零
售业中，京东、唯品会两家知名电商
企业零售额占全县零售额达95%。

察市场变化之态 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看百姓获得之实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
总体来看，澄迈百姓从经济发展

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尤其是
今年以来，澄迈持续不断加大民生支
出，持之以恒稳就业，不断提高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民生底
色彰显经济发展成色。

翻开澄迈的“民生账单”，一个个
的暖心变化记录着人民群众不断提
升的获得感，见证着人民持续上涨的
幸福指数。

今年1月至4月，全县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5.93亿元，同比增长
30.4%。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比重92.8%，与去年同期
持平。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7.34亿元，同比增长102.8%，其中
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健康领域支出
分别增长106.7%、30.5%、48.7%。

“日子越过越好了，吃穿不用愁，

看病就医方便，身体越来越棒！”5月
17日上午，在澄迈县福山镇花场村的
文化广场，七八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围
坐在一起喝咖啡、拉家常，老人的笑
容与四周的绿树红花，构成一幅温馨
和谐的画面。

澄迈加乐镇加朗村村民王贤祥
在当地政府帮扶下，发展养鸭产业，
顺利脱贫。去年，王贤祥妻子外出务
工，每月收入2000多元，自己则独自
在家起早贪黑照料鸭群，养鸭年收入
25万元，建起新房，成为乡邻口中津
津乐道的脱贫典型。

一枝一叶总关情，点点滴滴暖民
心。近年来，澄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改善和保障民
生水平，民生建设事业成果颇丰。城
乡道路宽了，医疗条件好了，校园环
境靓了，文体活动多了……幸福写
在澄迈百姓的笑脸上。澄迈县委、

县政府稳扎稳打推动民生建设工
作，让改革发展的红利更多惠及群
众，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

海南中学美伦校区顺利招生开
学；率先全省实现公办幼儿园免费
校车全县区域覆盖；“双减”政策落
实落地，课后服务率达100%，参与
学生约6万人。2021年全县新增就
业人数达10330人，完成省下达任
务 的 114.8%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2.05%，控制在省规定的 4%以内。
截至目前，“15+N”种基本蔬菜价格
累计均价比 2021 年均价降低 0.19
元/斤……

每一组数字、每一个进度，都是
一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可以看出，一季度的强势开局为澄
迈县第二季度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
夯实了基础。这既是澄迈近年来一

以贯之地改作风、办实事、优环境的
良性反映，也是我县善于从眼前的危
机和困难中变应战为迎战的坚强韧
性。”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大
考还在继续，澄迈必将知难而上，激
流勇进，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和更
强担当，凝心聚力向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发起新攻势。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稳’是基
本盘，‘进’是关键词。”澄迈县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
将持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投
资项目储备，结合“产业投资提升
年”“基础设施推进年”活动，坚决贯
彻树立“项目为王”发展理念，坚持
将投资油门踩到底，一方面加大招
商引资，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储
备；另一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促进项
目尽快开工建设。

澄迈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预计（下同）

实现98.29 亿元

同比增长8.3%

今年一季度

第一产业

增加值25.14亿元，同比增长5.2%
第二产业

增加值 18.93亿元，同比增长0.1%
第三产业

增加值54.22亿元，同比增长 12.3%

一、二、三产对全县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

13.6%、0.3%、86.1%
分别拉动全县经济增长为

1.1、0和 7.1 个百分点

新增投资项目 17个
新增项目完成投资5.02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4.75亿元

新增纳统项目完成投资额

占全县投资的比重为 18.3%
较去年同期提高 17.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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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累计完成 5.3亿元

同比增长 16.7%
高于全年目标增速 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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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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序时进度6.7个百分点

澄迈县马村港码头。

位于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园的京东
澄迈电子商务产业园及运营结算项目二
期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有序推进。

本版图片均由 袁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