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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工作任务清单 扎实推进封关项目建设

把全岛封关运作作为自由贸易港建设“一号工程”
系统推进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实做好海南自贸港建设这篇大文章

一是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坚决摆脱“房地产依赖症”，四大主导产业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

二是发展动能逐步转换，做足“三篇境外消费回流文章”

三是经济外向度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56%；全省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超80%

四是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推进，发展格局实现由海口三亚两极突进向

“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同的深刻变革

五是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积极推动封关压力测试

紧盯“1+N”政策制度体系和早期安排，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快落地
配合中央和国家机关推动出台政策文件 180多项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初步形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体系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梁
振君）7月29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白皮书（2021.06—2022.05）》

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1年6月以
来，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明显，整
体推进蹄疾步稳、有力有序。

做好自贸港建设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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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服务贸易再次实现顺差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
梁振君）7月29日举行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白皮书（2021.06—
2022.05）》新闻发布会透露，2022
年上半年，全省服务贸易158.7亿
元，同比增长16%，继2019年后
再次实现顺差。

2021年，商务部出台了海南
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这是我国首张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截至目前，
25项开放措施在我省实现政策
落地，4项开放措施涉及的法规
调整完毕。

2022年上半年
全省服务贸易 158.7亿元

继2019年后再次实现顺差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
梁振君）7月29日举行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白皮书（2021.06—
2022.05）》新闻发布会透露，《关
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

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的落地实施，激发了市场活力，为
海南形成国际比较优势产业奠定
重要基础，海南自贸港更加开放
的市场准入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开放的市场准入体系逐步形成

>>医疗卫生领域
海南电子处方中心成功流转

出第一张电子处方；药品市场准入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制定可落地的

120种国外先进医美类产品正面清
单在乐城先行区使用

>>金融领域
探索建立“政府+保险+医护

机构”的特困照护服务新模式，开
展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试点

>>文化领域
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

易中心揭牌，海南申报获批游戏版
号 60 个，两款游戏获批了进口版
号，实现海南进口游戏申报成果
“零”的突破

>>教育领域
12 所国内知名高校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设立分支机构。4个非
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均已
批准设立，即将招生开学

>>其他重点领域
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文

昌商业航天发射场开建，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一张网”监管与运
营服务平台 5 月 25 日上线运营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
梁振君）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29
日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白皮书（2021.06—2022.05）》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金融
领域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取得
一系列重大突破。

金融领域取得系列重大突破

贸易便利化试点业务量持续增长
截至2022年6月末，人行海口中心支行辖

内有试点银行 4 家，试点企业 30 家，累计办理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金额合计3.15亿
美元。其中，2022年上半年金额合计 1.69亿美

元，是去年同期的 14.4倍

海南自贸港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规模不断增长
2022年上半年，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金

额合计85.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倍

14.4

85.52亿美元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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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白皮书（2021.06—2022.05）》发布

投资自由便利

>>推动投资便利化平台建设
⦾继续优化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功能，完善覆盖投

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单窗通办”服务体系

⦾项目审批环节由 70个减至 4个，审批时间缩短至 57个
工作日，审批环节和时限缩减80%

>>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

在洋浦保税港区先行
先试“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并扩
大试点至海口综合保税
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
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
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正
面清单、原辅料“零关税”正
面清单等政策持续生效

进口通关时间35.15小时 相比全国同期减少21.28小时

出口通关时间为0.57小时 相比全国同期减少0.74小时

2022年5月海南口岸

>>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公平竞争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出台，中国（三亚）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运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完成海南省委《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第一阶段吸引20万人才的目标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银行为全省优质
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累计金额达2.8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为港内企业办理
一次性外债登记金额累计94.19亿美元

67支QFLP股权投资基金和 19家QFLP基
金管理企业落地海南

截至
2022年
5月

全省离岸转手买卖业务
收支合计71.07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倍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扎实推进“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建设
洋浦港开通 39条集装箱班轮航线，打通7条内外贸同船

运输通道

累计引进
各类人才43.2万人

全省认定
高层次人才2.6万人次

省外户籍
落户48.2万人

截至
2022年
5月

>>现代服务业

2022年
一季度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至东南
亚方向的平均时延降低44%

现代产业体系

>>旅游业

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2233.73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423.74亿元

旅游总收入增速高于游客总人数
增速3个百分点

2022年
1—5月

13条境外货运航线开通，美兰机场二期投入运营

建成全国首个低空空域空管服务保障示范区和全国首个
省级无人机综合监管试验平台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登记的国际船舶
已有33艘
总载重吨超过516万吨
海南国际船舶总吨位历史性跃居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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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重点功能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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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零关税
“零关税”政策初见成效，离岛免税购物新政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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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蓬勃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

2021年 海南现代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2.2亿美元

占全部外资比重达91%

2021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1203家，增长43.6%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收3432.6亿元

同比增长32.8%
实现增加值961.96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4.9%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做足三篇文章 种好“六棵树”

橡胶 椰子

槟榔 花梨

沉香 油茶

季节差

名特优

绿色有机

2021年
11个重点园区实现营业收入 13555.5亿元

同比增长 134%

11个重点园区税收收入585.63亿元

同比增长47.73%
亩均税收为30.55万元，接近国家级经开区平均水平

“零关税”原辅料进口货值47.6亿元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进口 128艘（辆）
货值34.8亿元

“零关税”生产设备进口货值 16.6亿元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75亿元，购物件数
1.2亿件，购物旅客 1187万人次

截至
2022
年5月

>>低税率
两个15%所得税政策持续发力

>>简税制
扎实推进以销售税为主的“简税制”改革工作，已起草销

售税改革方案（初稿）

社会治理

打造“海易办”“海政通”平台，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告
知承诺事项数量全国第一

法治建设

制定公平竞争条例、企业破产程序条例、市场主体注销
条例、征收征用条例、反走私条例、免税购物严重失信行为联
合惩戒规定等法规

风险防控体系

抓实各领域风险防控，有效防控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
险，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

2022年享受
自贸港 15%企业
所得税优惠税率
的企业67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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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5月

2021年所属
期已有 8460 人享
受 个 人 所 得 税
15%减免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