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导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

现代服务业
前三季度全省大宗商品交易、远洋运输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7%和 10.8%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前三季度茶叶、中草药材等特色品种

产量和播种面积分别增长63.8%、21.3%

高新技术产业
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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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吴璟

2022年第三季度，是海口国际
免税城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
殊”季度——

7月，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地块
三主体结构封顶；

8月，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抢抓项目建设进度；

9月，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恢复
施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0月28日，“世界最大单体免税
店”——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将开业，
已有超过800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确认入驻，众多填补国内空白的“首
店”“独家”品牌届时将与消费者见
面。从稳定，到抢抓，再到恢复，海口
国际免税城项目的第三季度施工“曲
线图”不是个例。

“8月份疫情对全省经济短期冲
击较大。可以看到，‘0801’疫情比
以往持续时间更长、影响的区域更
广，因此对我省经济的影响程度更
深。尤其是我省产业结构以旅游消
费等服务行业为主，疫情对我省旅游
业等接触式服务业的冲击非常大。”
10月24日，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程少
林就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进
行解读和分析。

面对疫情超预期因素带来的严

峻考验，海南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
活”，在高效阻断疫情传播的情况下，
快速转轨经济恢复工作。总体来看，
虽然疫情短期冲击较大，但全省经济
运行总体有序，经济大盘仍然平稳，
经济恢复逐步加快。

9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环比增长2.9%，固定资产投资环比
增长5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
比增长20.5%……不难看出全省经
济总体呈现回稳向好的积极态势：

——经济运行基础稳定。非接
触式服务业保持增长，前三季度全省
批发、水上运输、金融、信息等非接触
式服务业增加值合计同比增长
6.7%。农业发挥“定盘星”作用，农
业增加值增长1.9%，其中种植业产
值增长4%。工业大类行业增长面扩
大，规模以上工业有14个行业增加
值实现增长，增长面由1月至8月的
33.3%升至前三季度的38.9%，其中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和汽车
制造分别增长480.5%、13%、33.8%。

——主导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
用。现代服务业逆势增长，前三季
度全省大宗商品交易、远洋运输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7%和 10.8%。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势较好，前三
季度茶叶、中草药材等特色品种产
量和播种面积分别增长 63.8%、

21.3%。高新技术产业平稳发展，前
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8%，占全省投资的比重同比提高
0.5个百分点。产业投资（不含房地
产开发）保持增长，前三季度同比增
长1.5%，占投资比重提升至30.4%。

——新业态动能持续增强。数
字经济保持较快增长，1月至8月，全
省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
新型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前三季度，
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
现的商品销售同比增长9.1%，露营、
野营等新兴休闲模式带动限额以上
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31.6%，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销售
额同比增长50%。

——外向型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势头。1月至8月，全省外贸进出口
1257.5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96.9%，进口同比增长
29%。服务进出口202.08亿元，同
比增长18.9%。

——“民生体感”指标运行较
好。前三季度，全省民生支出同比增
长2.7%，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1.6%，比重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
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投资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持续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来之不易，继续发力。”程少林

如是总结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
行情况和第四季度经济运行预期，

“三季度，省委、省政府各项经济提
振、助企纾困政策取得的成效来之不
易，同时，各项政策措施在四季度还
将进一步发力，我们对四季度全省经
济持续回暖充满信心。”

各项政策措施如何进一步发
力？经济持续回暖的信心又从何而
来？程少林从两个方面展开说明：

——超稳、助企政策进一步发
力。全省上下进一步落实《海南省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提振行动方
案》和《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
特别措施（2.0版）》。同时，海南发布
《关于加快复工复产振兴旅游业的若
干措施》，启动“旅游消费嘉年华”“邀
您来琼看赛事”“海南人嗨游海南”等
活动；出台《2022年应对疫情冲击保
障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九条措
施》，从代耕代种、延迟出海捕捞、吸
纳就业、联农带农等多个方面增设补
贴，促进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此外，
海南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
培育和提升行动、万名干部下企业活
动，共助市场主体加快恢复。

——经济回暖信号显现，信心较
好。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9月全

省实有市场主体同比增长50.8%，新
增市场主体增速连续31个月保持全
国第一。一批重大项目陆续投产运
营，如海口国际免税城、海南炼化百
万吨乙烯项目、中海油丙烯腈等项目
计划在四季度开业或投产，将为现代
服务业、制造业注入新的动能。旅游
业回暖出现积极预期，国庆“黄金周”
期间，进岛人次环比增长近五成。投
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强化，前
三季度投资新开工项目个数同比增
长22.6%，产业投资增速（不含房地产
开发）高于全省投资增速2.5个百分
点。专项债券促经济提振的积极作
用进一步发挥，9月当月专项债支出
比6月至8月平均支出数增长22.8%。

“三季度，我省经济运行遇到了
超预期的困难，但随着一揽子促经
济回升政策落地实施，主要经济指
标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这都是我
们对四季度全省经济回升、行稳致
远的底气和信心所在，我省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程少
林表示，下一步，全省将继续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
持以“稳”应“变”，以超常规的举措
促进经济社会恢复重振，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陈贞）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4日从省统计局获悉，根据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
度，全省生产总值4779.14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5%。

前三季度，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 1039.97 亿元，同比增长
1.6%；第二产业增加值901.23亿元，
同比下降 2%；第三产业增加值
2837.94亿元，同比下降0.7%。

农业方面，农业生产保持增长，
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前三季度，全
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656.87亿元，
同比增长2%，增速高于整体经济。
其中，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4%，牧业
产值同比增长3.7%。主要农产品产
量增势平稳，蔬菜产量同比增长
1.6%，水果产量同比增长3.8%，生猪
出栏量同比增长9.6%。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分领域
看，前三季度产业投资（不含房地

产开发）同比增长1.5%，高于全省
投资增速 2.5 个百分点，占投资比
重提升至30.4%；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12.9%，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13.9个百分点，占投资比重提升至
27.5%。

同时，部分新兴服务业增势良
好。1月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水上
运输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27.1%、15.7%和6%。

新能源汽车销售快速增长。前
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
售额增长50%。

农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前三
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59元，增长5.2%；全省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7%，其中
民生支出同比增长2.7%。

生态环境保持优良水平，清洁能
源发电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5%，其中城市

（镇）PM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1
微克。地级城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100%。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148.65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8.3%，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发电量的51.6%。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南将统筹做好四季度各项工
作，聚焦抓热点做增量，积极推动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加快
推动全省经济稳定持续恢复。

前三季度海南经济发展活力逐步恢复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外向型经济有序推进

经济加快恢复 蓄力全年冲刺
——省统计局解读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我省17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农
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禁烤禁烧”工作责任的十
条措施》和省政协《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及禁放烟花爆竹民主
监督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巩固我省秸秆垃圾禁烧
工作成效，防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出现反弹，近
日，省农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垃圾焚烧火点的市
县进行通报。

据统计，10月16日19时至10月23日19时，
全省秸秆禁烧监控系统、卫星遥感系统共发现火
点17个：乐东8个，保亭4个，儋州、万宁、琼海、昌
江、定安各1个。政策

乡风文明“七个倡导”宣传短片
放映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近日，由省乡村振兴局
主办、海南润物无声电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
的乡风文明“七个倡导”宣传短片放映活动在全省
范围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2023年10月。

据悉，本次主题放映活动共将放映2840场，
覆盖省内18个市县范围内的2518个行政村，以
及在地处农村地区的农垦居和社区放映322场。
活动在放映“七个倡导”宣传短片的基础上，以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公益电影放映形式深入广大乡
村、农垦社区等，大力宣传党的“三农”政策，弘扬
乡村振兴精神力量，共创乡风文明。此次巡回放
映的影片有多部历史题材的爱国影片。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莫
翔文）日前，《海南省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恢复提振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出台，提出通过扶持旅
游业逐步复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
发展、支持工业经济加快恢复、推动
农业稳中提质等多举措恢复增强实
体经济动能。

“为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省

发展改革委锚定全年目标，牵头研究
制定和推动出台《行动方案》，谋划9
方面35项措施力促经济恢复重振，其
中提出多举措恢复增强实体经济动
能。”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旅游业方面，大力促进本岛居民
岛内游。鼓励各市县用好用足消费
券额度，叠加旅游市场主体优惠行
动，支持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旅游

消费场景。
现代服务业方面，对海南省信息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特色数字产业集
群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
市场培育、自贸港特色开放型数字产
业创新发展等作出具体工作部署。
同时，我省将支持利用海南至香港国
际海缆发展国际数据产业等。

工业方面，我省已经出台《推动

全省工信企业快速复工复产恢复经
济发展的十条措施》，帮助我省工信
企业克服困难，促进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

农业方面，我省将重点抓好秋粮
生产，做好新一轮农资补贴增发工
作，确保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等。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将鼓励银行机构在受疫情影响

的特定时间内适当提高住宿、餐饮、
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的
不良贷款容忍度，幅度不超过3个百
分点，并进一步发挥小微企业贷款服
务中心和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作
用。同时举办大型招商活动，以及海
南自由贸易港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大
会，并将赴长三角地区开展产业链招
商系列活动。

我省围绕多个重点产业推出系列政策扶持

精准施策为实体经济“撑腰”

我省举办“营”在自贸港
助企纾困政策直播
吸引35万余人次观看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李梦瑶）10月
24日下午，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联合
省资规厅、省人社厅、省税务局举办“营”在自贸港
——助企纾困政策直播（第二场）活动，吸引35万
余人次在线观看。

近2个小时的直播中，来自省资规厅、省人社
厅、省税务局的4位主讲人，围绕小微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失业保险稳就业保民生政策、缓缴企业
三项社保费、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
用银行保函等内容进行现场解读，引导企业享受相
关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精准释放直达快享。

海南日报记者从直播中获悉，今年以来，我省
做好用地保障工作，已供应土地3.72万亩，“土地
超市”平台已上线土地1.89万亩，实现“云上读
地、云上选地”。在税收优惠方面，今年我省已向
463万余户次纳税人精准推送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取得良好效果。截至9月底，我省社保政策累
计释放政策红利15.58亿元。

我省拟奖励4家
“小巨人”企业各1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省工信厅近日公示名
单，拟对我省获评2022年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的4家企业予以奖励，每个“小巨人”企业拟获奖励
100万元。这4家企业分别为海南飞行者科技有
限公司、海南宝通实业公司、云码智能（海南）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创新型四大优势的中小企业。“小巨
人”则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
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截至目前，海南已有12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今年7月，省工信厅已公示对
2021年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的8家企业
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各获得100万元奖励。

我省将赴香港发行
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金额不超过50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朱乔云）海南将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
券。这将是我省首次在境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根据省财政厅10月24日发布的公告，为充
分发挥海南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海南省计划于
2022年10月择机在香港簿记建档发行不超过50
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交易所
挂牌上市，发行期限为2/3/5年期。

本次是海南省首次在境外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2年期为蓝色债券，3年期和5年期为可持续
发展债券，募集资金将投向海洋经济及海洋保护
项目、绿色环保项目、医疗及住房等民生保障项
目，进一步落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推进绿色低碳
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发行安排将适时公布。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新建项目加紧施工

10月24日，在海南省妇幼
保健院暨海南省妇产科医院新
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加紧安装
幕墙。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
全面封顶，进入装修阶段。该项
目于2020年12月29日开工建
设，力争2023年6月投入使用。

该项目建成后，将与海南省
儿童医院通过廊桥相连，并与省
妇幼保健院形成资源互补，有效
缓解我省妇儿专科医疗资源短
缺现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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