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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稳经济大盘·述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张璞 莫翔文

“比”“赶”“超”……是海南这个夏天
比气温还要高的热词。

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全线完工，白
沙安居型住房二期工地上热火朝天，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医院项目抓紧建
设……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投资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重点项目
是稳住全省经济大盘的基石。今年以
来，在多项超常规强化投资举措的助力
下，我省以推动“项目为王”为硬支撑，助
力企业纾困解难，充分发挥海口经济圈、
三亚经济圈、儋洋经济圈“三极”的投资
引领作用，进一步稳住经济大盘。

“四轮”驱动重点项目提速
152个省重点（重大）项目

累计完成年度投资434亿元

省发展改革委近期披露的一组“成
绩单”，显示我省推动重点项目的速度：

儋州滨海新区医院、陵水陵江东路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定安金嘉·
房源居安居住房项目、年产250万吨精
对苯二甲酸（PTA）工程项目、三亚南山
港公共科考码头工程、琼海保利时代人
才公寓（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住房）、海
南省中医院新院区（含省职业病医院）
等项目均已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的背后，是系列
超常规举措助力显现的效应。海南正以

“谋”“新”“引”“管”为驱动力，推动重点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6月5日，《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
大盘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出台，提出47个大项共120项措施。《行
动方案》将“聚焦超常规强化投资关键支
撑”列为首位，提出9大项27项举措，并
调高全年投资目标：力争全省全年投资
增速达到10%，较年初目标提高2个百
分点。

先谋后动做好项目储备。我省紧盯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以上项目储备，截
至7月15日，全省2022年总投资500万
以上项目4743个，年度计划投资4388
亿元，基本可支撑全年投资任务的完成。

激活新增量释放新动能。我省加
快推动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

容工程、洋浦疏港高速公路等重大交
通项目及牛路岭灌区工程等重大水利
项目开工，大力推进“六水共治”工程，
推动海上风电项目完成审批并启动建
设。其中，我省目前已确定6个海上风
电示范、试验项目，总投资约968亿元，
海上风电项目配套建设的装备制造产
业项目共3个，总投资约165亿元。

引进“活水”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6月1日，省财政厅代表省政府在北京成
功发行2022年第三批海南省政府债券
126.7亿元，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个
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分销2亿元。本次
发行债券为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民
生事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南繁育种等
公益性项目提供“活水”，为重点项目“强
筋壮骨”。

创新管理机制让“投资油门踩到
底”。今年我省首次将信用承诺机制嵌
入政府投资项目建设领域。其中，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综合医院项目年度投资计
划完成率134.3%；海南西部区域（儋州）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海口实验学校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
分别为86.58%、79.14%，均已超额完成
今年第三季度投资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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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采取系列超常规举措促投资稳经济大盘

“项目为王”作支撑 助企纾困渡难关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林柏荣 实习生林小淇）海
南外贸持续显现活力。7月17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今年上
半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17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56%，增速快于
全国46.6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二。
这是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海南外贸
进出口值连续8个季度保持增长。

其 中 ，出 口 264.1 亿 元 ，增 长
86.6%，增速快于全国73.4个百分点，
全国排名第三；进口652.9亿元，增长
46.3%，增速快于全国41.5个百分点，
全国排名第二。今年6月，海南外贸进

出口170.9亿元，创单月进出口值新
高，增长35.6%。

儋州（含洋浦，下同）对全省进出
口增长贡献率超五成，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进出口增长超五成。上半年儋州
进出口423.2亿元，增长66.9%，对全
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下同）高达
51.5%；海口进出口285.6亿元，增长
36.9%，贡献率为23.4%；三亚进出口
120.8 亿元，增长 21.8%，贡献率为
6.6%；澄迈进出口 48.2 亿元，增长
229.3%，贡献率为10.2%。

同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348.3亿元，增长55.7%，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38%。其中，洋浦保税港区
进出口191.9亿元，增长123%；海口
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156 亿元，增长
13.3%；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4093万元。

东盟、欧盟为前两大贸易伙伴，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迅
猛。上半年，海南对东盟进出口154.4
亿元，增长42.1%，占16.8%；对欧盟进
出 口 149.5 亿 元 ，增 长 47.9% ，占
16.3%。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 322.1 亿元，增长 92%，占
35.1%；对 RCEP 其他成员进出口
316.3亿元，增长40.1%，占34.5%。

上半年海南外贸进出口增速全国第二
进出口值连续8个季度保持增长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邵长春 通
讯员柴淼）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发展
改革委获悉，目前我省清洁能源装机比
重为72%，较2015年提升25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海南的清洁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和新
增车辆占比均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电力装机扩容提质方面，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动昌江核电二期、昌江小
型堆示范工程等重大能源项目建设，
新扩建“风光气”等一批重大项目。截
至2021年底，海南全省装机1042万
千瓦，其中统调装机948.9万千瓦；统
调发电量约354亿千瓦时，其中，清洁
能源发电量200亿千瓦时，占统调发

电量的56.5%。2021年，在全国能源
供需偏紧、价格居高不下、海南电力负
荷连续十次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海
南是全国少数没有限电的省份。

城乡电网“脱胎换骨”。“十三五”
以来，我省共投资超过320亿元建设
海南电网。积极推进智能电网示范省
建设，建成海南岛与大陆双回500千
伏线路联网。220千伏主网架形成“双
回外联、目字内环”的总体格局；110千
伏及以下电网覆盖各市县，乡镇和行
政村通电率达100%；农网改造率近
100%，全省供电可靠率指标提高到
99.90%，电压合格率99.90%。

环岛气网贯通织密。东方13-2气

田、陵水17-2气田正式投产。全面建
成环岛天然气长输管网，覆盖沿海12个
市县。我省还积极推进燃气下乡、“气代
柴薪”工作，建成覆盖18个市县城镇燃
气管网12033公里。已建成洋浦和澄迈
LNG接收站，建成输油管道187公里和
14个储备油品库，总库容约1100万立
方米，油气供应能力进一步增强。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截
至今年5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站
1800多座，换电站37座，共建设充电
桩5.36万个。实现了高速公路服务区
建设充电桩100%全覆盖，乡镇覆盖率
达93.6%，电动汽车车桩比2.3：1，优于
全国平均水平。

海南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岛建设
全省清洁能源装机比重为7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日前，洋浦经济开发区举行
61个项目集中开工签约仪式，海南天
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引
科技）投资的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
目在签约的同时宣布开工。该项目
的落地将进一步延长洋浦的石化产业
链条。

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计划投
资27.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年产24万
吨丁烷加氢、18万吨正丁烷制顺酐、8
万吨1,4-丁二醇、12万吨丁二酸二甲
酯、12万吨PBS等生产装置，以及配套
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

天引科技总经理李强介绍，决定

将该项目落地洋浦，一是公司生产的
设备和原料主要从国外进口，可以享
受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海南自贸港政
策；二是海南实施“禁塑”令后，公司可
为可降解产品提供生产原料，与洋浦
的石化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三
是儋州洋浦有关部门的贴心服务，“在
项目的选址、环评等方面，洋浦国际首
席技术官张庆毅带领招商团队给我们
提供了专业细致的服务，大大缩短了
项目的前期工作时间”。

张庆毅表示，海南出台“禁塑”令
后，洋浦引进了中科启程和仪征化纤
两家可降解塑料的生产企业，目前仍
在建设中。两家企业投产后都会用到

1,4-丁二醇作为生产原料，而这种原
料产能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地区，运
输成本偏高。因此，天引科技全生物
可降解新材料项目生产的1,4-丁二
醇产品，可以解决中科启程和仪征化
纤的生产原料问题，实现洋浦区内企
业原料的“隔墙供应”，从而打通洋浦
可降解塑料上下游产业链。

目前，洋浦正逐步形成炼油、芳
烃、烯烃及高端新材料四大产业群，但
仍在加大石化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力
度，不断延长石化产业链条，进一步推
动石化产业往下游走、往高端走、往低
排放走，实现园区内生产的上游产品
就地消化。

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落地洋浦，投产后将为园区相关生产企业提供原料

原料“隔墙供应”产业就地延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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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见习记者
刘晓惠 记者徐慧玲）7月17日，中国首
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停靠在
三亚，标志着自6月6日开始、历时40余
天的2022年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
目结束水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01号”
将于19日返回青岛母港。海南日报记
者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获悉，此
次水下考古工作共采集出水331件文物

标本。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

员、2022年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
目领队邓启江介绍，此次水下考古工作
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通过潜水调查的
方式，对北礁海域已发现的35处水下
文化遗存进行复查；二是对北礁海域进
行物理探测调查，获取探测海域的水底
地形地貌、水深、水文、浅表地层构造等

数据。
“此次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目

从不同遗存采集出水的文物标本共331
件，主要包括有陶瓷器、玻璃器、铜钱、铜
钉等遗物，其中陶瓷器和玻璃器以残片
居多，少量铜钱保存相对完整。”邓启江
说，根据初步判断，此次采集出水的铜
钱中既有宋代元丰通宝，也有明代洪武
通宝。 下转A04版▶

2022年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目结束考古工作
采集出水331件文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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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他们不畏艰险，
穿梭在山野林间；他们俯身弯腰，双手扎进
泥土，收集植物种质资源、拯救濒危植物，
他们是一群现代“植物猎人”，默默守护海
岛的一抹青绿。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计思
佳）随着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举办之日临近，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
在抓紧推进。海南日报记者7月17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多个展馆都
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展会的搭台布展工
作已全面启动。

据悉，第二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将
由首届的8万平方米扩至10万平方米，
预计到会采购商将超过4万人。其中，
国际展区8万平方米，国内展区2万平
方米。

17日下午，一辆辆物料运输车来回
穿梭，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安检通道、国际
时装周秀场的安装布展工作。“作为第二
届消博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国际时装周

活动将于7月26日至30日举行，采用
‘室内+海边’双秀场模式，通过九大板
块活动打造时尚盛典。”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工作人员介绍。

在迎宾大厅内，工人们正在进行
新闻中心的搭建。一旁，消博会综合
服务处已投入使用，服务人员提供海
关、物流、知识产权、医疗卫生、消防等
咨询服务。

5 号馆为时尚生活展区，共有 15
家企业、87个品牌参展。走进馆内，地
上铺满了物料，工人们正站在梯子上
作业。其中，法国国家馆位于5号馆
5-09展位，目前外形已初具雏形。

因部分展位施工作业量大，已有
26家单位提前2天进场开展场馆搭建

和布置。本届消博会海南控股展位位
于6号馆，展位面积300平方米，融合
旗下免税板块+机场板块特色业务。
展馆外形复刻日月广场摩羯座及水瓶
座外观，具有地标意义。位于7号馆的
省市县展区，海南馆提前搭台布展，已
大致呈现出展台的布局和造型。蓝色
外墙如同蔚蓝的海水，充分体现了海南
特色。

“展馆施工争取在 7 月 21 日完
成。为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参展进场
的所有人员须确保每次入馆前 24小
时内 1 次有效在琼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表
示，展馆展位搭建完成后，后续将由参
展商布置展品。

7月17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内，施工人员在忙着搭台布展。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第二届消博会搭台布展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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