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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西海岸，即将落成的新
海港枢纽如凤凰展翅欲飞，亚洲
最大的国际免税城恰似凤冠；江
东新区，一栋栋“智慧”“绿色”楼
宇拔地而起，生态CBD初露雏
形；海口湾，一条16公里长的高
品质休闲带为这座滨海城市戴
上一条华丽的项链……

新变化折射出新机遇，映照
着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口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经济社会发展驶入
快车道；今天，在非凡十年丰硕
成绩的基础上，海口又站上了新
的历史起点。

今年 4 月，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
的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对海口
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大做强
海口经济圈，全面提升发展能
级，建设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
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

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海口
在谋划什么？又在做些什么
呢？记者在海口深入采访发现，
这里有一股精气神打动着我们，
那就是广大党员干部身上正铆
着这么一股子劲儿，他们认得清
新使命，扛得起新担当，拿得出
新作为。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计思佳

2021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057.06亿元

增长 11.3%
是2011年的2.89倍

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3.9:15:81.1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降至33.7%
社会投资占比升至86%
产业投资占比近70%

截至
目前

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

省级“专精特新”重点企业114家

分别占全省总数的87.5%和61.9%
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

高效承接15类自贸港“首单”业务落地

引进49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

37支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股权投资基金落地

10家企业获批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

十年来 海口市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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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会城市与全省门
户，海口将以全省高质量发
展领跑者的姿态，全面推进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做
大做强海口经济圈，全面提
升发展能级，建设自由贸易
港核心引领区。海口将在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走在
前列、当好表率，更加凸显
在自贸港建设、环北部湾城
市群、海口经济圈中的示范
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城市竞
争力、集聚力、承载力和辐
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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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融媒产品
《活力海口 机遇海口》。
这部3分钟的短片，以苏
东坡诗词进行串联，从3
个篇章带领人们感受海口
的人文积淀之美、自然生
态之美、人居环境之美。

锚定新使命
以忧患意识答好新时代重大命题

相约椰城，共襄盛会。
7月25日，第二届消博会开幕，全球消费精品和

各路客商汇聚海口。展馆里，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
2800多个品牌，600多个全球新品在此首发首秀，时
装周、游艇展、论坛、峰会等100余场配套活动丰富多
彩；展馆外，西海岸、海口湾、国家帆船基地等成为新
的热门“打卡地”，免税商品消费迎来新一轮热潮……
在这些背后，是海口成功应对7月初的突发疫情影响，
为消博会提供的全方位保障服务和1250名海口志愿
者的默默付出——“消博会时间”里，省会城市的作用
再次凸显。

过去10年间，海口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了
从不足千亿元到两千亿元的跨越，2021年GDP占全
省的31.8％。然而，面对兄弟市县纷纷加快发展的局
面，海口“一马当先”的步伐也曾踟蹰不前。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省会城市，如何建设这个省会城市，是海口在新的发
展阶段必须回答的重大命题，也是省委省政府和全省
人民的殷殷期盼。

省第八次党代会闭幕后，省委书记沈晓明到市县
调研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海口。“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
迫感，更好扛起省会城市担当，提升首位度、提高贡献
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做大做强海口经济圈。”
沈晓明强调，海口要在六个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责任，来自对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龙头”的更高
期待——

海口是全岛对接国内广阔腹地和庞大市场的“门
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城市，是海南打造国内
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中的关键节点，必须在服务自
贸港建设、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走在前、做表率。

紧迫，来自对当前发展中不适应新时代新阶段要
求的清醒反思——

从全国看，和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相比，海口经济
既有量的不足，更有质的差距；

从省内看，各市县纷纷抢抓自贸港机遇迈上发展
“快车道”，海口“一骑绝尘”的情况不会一成不变。特
别是三亚经济圈、儋洋经济圈发展势头强劲。海口虽
在领跑，但已是“后有强兵”，惟有快马加鞭、奋楫笃
行，方能继续当好这个领跑者。

三个月来，海口市委频频给全市各级干部“敲响
警钟”，作出经济欠发达仍是海口最大市情的明确判
断，提出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做优经济结构、提升发
展质量的要求。

经过思想洗礼，摒弃“后无追兵”的思维定式和躺
在“功劳簿”上的怠惰想法，海口全市上下切实增强了危
机感、紧迫感，锚定了城市发展新定位——打造海南自
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海口。

清晰的认识，催生高度的行动自觉。刚刚过去的
一个月，海口经历了格外严峻的大考——7月9日以
来，海口连续数日新增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经济社
会发展是否要按下“暂停键”？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有力指导下，海口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奋起抗疫，打好

“快、稳、新”三场仗：首波病例出现当天，海口迅速、精
准划定封控区域，后续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
6656名机关党员干部就地转为志愿者，与2626名“志
愿蓝”共同奔忙在防疫最前线，稳住了城市正常运行
的基本盘；在三轮区域核酸检测中，海口创新推出采
样贴纸，每轮采样后发放，凭贴纸即可正常流动，真正
做到了既保证防疫效果，又不耽误人民生产生活。

短时间内实现社会面清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没
有受到大的影响，第二届消博会如期成功举办……海
口党员干部群众正以实际成效担负起在全省大局中
的新使命。

扛起新担当
以有效引领塑造“大海口”竞争优势

在海口城区，市郊列车已经成为一道延伸至澄迈
的流动风景，让费时的跨市县通勤浓缩成最快10多分
钟的飞驰之旅，也让更多人过上了“海澄同城”生活。

强化海口的门户和枢纽功能、强化海港空港辐射
带动功能、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动公共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

“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推动自
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海口是三大增长极
中最大的一极，必须以更大力度带动周边市县，做大
做强海口经济圈，塑造“大海口”综合竞争新优势。

这是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对构建区域发展新格
局的新要求，也是赋予海口新的担当。

省长冯飞在海口调研时指出，海口要将自贸港政
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生物医药、数字经济
等领域谋划重大项目，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

“脱虚向实”。
提升发展能级关键在产业，产业优化升级重点在

园区。目前，全省有5个自贸港重点园区进入“营收千
亿元俱乐部”，其中3个在海口、1个在澄迈，为海口经
济圈提供了强劲动能。但也要看到，与洋浦经济开发
区超5000亿元的规模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

差距就是动力。近期，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第一
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的海南能源交易大厦率先正式启
用，充分体现“绿色建筑”“智慧楼宇”理念，“生态CBD”
形象初现；复兴城打造一站式海南游戏产业服务中心；
综保区、空港综保区完成“加工增值超过30%”和“径予
放行”首单业务；高新区引进全球最大透明质酸企业投
资建设的一期项目封顶……各重点园区持续跑出产业
发展“加速度”，为海口扛起新担当增添了新动力。

如何让“加速度”保持甚至再加速？海口加快了
体制机制探索，作出了深化“扩权强区”改革的重要决
策，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及12个配套文件，将92项市级
事权下放到市辖区和园区，下放权限力度之大前所未
见，做到应放尽放、放权赋能，不断激发各区各园区发
展活力。

与此同时，海口启动实施“椰城优才计划”，对应
人才发展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需求，出台35条极具
含金量、创新性的具体措施，为打造新增长极提供人
才“柱础石”。

从认识到行动、从措施到制度，海口已经用实践
证明，有基础也有条件扛起新的担当和责任。

展现新作为
以高质量发展体现核心引领区价值

近来，两个消息让人们看到了海口产业的新发展。
一个是占全国60%市场份额的鲜切叶产业，正在

加快谋划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市场，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提质升级；一个是过去主题始终不突出的旅游业，随
着文旅、露营、体育等新业态的持续培育，新的亮点不
断涌现，呈现出明显上升势头。

一个是发挥优势，一个是补齐短板，都来自海口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不懈努力。

三个多月来，海口迅速推动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落实
落地，用发展实绩体现落实成效，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

在学深悟透相关精神上示范引领——
三个多月来，海口市委以多种形式组织专题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海口工作的指
示要求，推动全市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

“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殷切嘱托，坚持对标一流、坚持雷厉风行、坚持狠抓落
实，以新作为新业绩体现省会城市责任担当。”在海口
市级领导干部和县级主要负责同志读书班上，省委常
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提醒党员干部，要更加自觉
运用辩证思维谋划海口经济社会发展。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示范引领——
美兰国际机场封关运作航空口岸设施项目等一

批自贸港封关运作项目开工，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进
入实质运营，新海港综合枢纽加快建设……海口的自
贸港门户枢纽功能持续提升，今年前4个月就吸引
3277家外贸企业落户。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示范引领——
海南国际设计岛海口推介会举办，8家设计企业

与海口市合作打造设计产业集聚地；海口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签约21个重点项目，推动其向千亿元级产业迈
进；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在海口挂牌，致力为体
育产业发展提供新模式……海口围绕四大主导产业，
不断为实体经济蓄积后劲。

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上示范引领——
海口综保区与澄迈老城开发区优势互补，打造免

税商品和跨境电商供应链；海口高新区与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联动发展，实现自贸港政策优势叠
加效应，吸引越来越多医药企业“双落地”……海口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总有新抓手。

在建设高品质城市上示范引领——
海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黄金海

岸“换”新装；省会城市十大公共文化设施、九大文旅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同时开工建设12个安居房项目，
继续引进一批高质量学校、医院……海口已明确集中
财力保发展、保民生的要求，着力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

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示范引领——
5月中下旬，海口利用2个周末时间开展干部行

动学习专题教学，在干部培训中开展行动学习，在解
决问题中锤炼过硬本领……海口大力开展能力提升
建设年、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等活动，
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提升干部抓招商、
抓服务、抓发展的能力，全市上下干事创业氛围浓厚。

新作为、新气象只是序章，新使命、新担当任重道
远。在新的起点上，海口自信向前。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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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战略定位，努力提升发展能级

全力打造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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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国家高新区

目前，高新区正加快打造“1个千亿+4

个百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一批行业龙头

企业、上市企业纷纷落户高新区。截至今

年5月，海口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6200余

家；新签约项目88个，总投资164亿元；新开

工项目125个、完工项目98个。

海口江东新区

成立两年来，海口江东新区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园区营收从2020年的1108.23亿元

增长到 2021 年的 2272 亿元，年均增长

105%；引进外资从2020年的8.11亿美元增长

到2021年的12.69亿美元，年均增长56.5%，

规模连续两年位居全省重点园区首位。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近年来，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产业规模“爆发式”增长——从2017年营收

10亿元，到跻身“千亿元俱乐部”，仅用5年时

间。2021年，园区营收超过1000亿元、税收

超过50亿元，其中互联网类企业营收占全省

互联网产业营收40%以上。

海口综合保税区

经过10年发展，海口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

“自贸港+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推动主导产

业高质量发展，初步形成了免税品仓储分拨基

地、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和进境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截至目前，园区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

元大关，单位面积产出位居全省同类园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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