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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保亭确立了“三区三地”发
展战略，明确把气候康养、雨林度假、文
化创意等十大特色重点产业作为推动
保亭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一年来，保
亭经济出现优质性反转，多项经济指标
增幅排名全省前列，并获评国家生态环
境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2022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全国康养百强县”“中国气候宜居城市
（县）”“海南气候康养市（县）”“海南省
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

2022年11月18日，由王红阳等5位
院士与保亭共同发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健康医学研究院在第六届健康博览会上
正式揭牌成立并落户保亭。其主要功能
定位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依托海南
自贸港政策、院士团队和保亭生态环境，
聚集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开展全生
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打造健康医学科
技前沿研发中心、院士科研成果转化中
心、健康医学人才培养基地。

为加快研究院建设和推动研究成

果转化，保亭积极推动资金引入、搭建
运营平台、产业园区规划等工作。目
前，研究院办公场所即将投用，已完成
项目用地性质调整和产业园区规划修
订等重点工作。此外，研究院将与王红
阳、陈霖、丁健、朱蓓薇、顾瑛、贾伟平、
谢明勇等院士团队展开涵盖全生命周
期的多层次合作，努力推动保亭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制约、走出
特色化发展之路。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晓惠）

说成就 聚共识 绘蓝图
——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首场记者招待会发言摘登

2022 年，海口市的重点园区取
得长足发展，我从几个方面给大家
介绍。

一个是主要的经济指标。海口
江东新区固投超过410亿元，占全省
重点园区固投的三分之一，而且社会
投资的占比第一次超过重点投资，占
比达到 56%，投资的可持续性在增
强。复兴城园区营业收入接近1500
亿元，税收70亿元。园区已经成为
海口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二是园区的产业结构。海口江
东新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过去
的一年进出口贸易、服务贸易都是
翻番，货运航线已经恢复了3条，货
运量也在增加，证明经济外向度在
增长。海口国家高新区“乐城研

用+海口生产”平台基本搭建完毕，
合作的机制也已经建设，今年将有
一批产值超过 10 亿元的新品种投
入使用，新品种占比已经达到了
20%。还有一批新的国际国内知名
药企陆续有项目投产，一批医药器
械的产业园也即将开工建设并投
入使用。海口国家高新区的生物
医药、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都已
经开始部署。

三是投融资模式大胆创新。我
们在回迁房和安居房建设时采取了
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把过去回迁安
置“人等房”变成了“房等人”，大大节
省了政府资金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群
众满意度。

四是压力测试在不断深化。这

一点特别鲜明地体现在海口国家高
新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我们一直
在探索保税加工和离岛免税，在探
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现在这
些应用都在充分开展，也出现了很
多首单业务，制度集成创新也在不
断加强。

海口将坚决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里提出的要求，在营商环境优化、投
融资体系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等方面，努力推动重点园区的高质
量发展，打造具有自贸港辨识度和
全国影响力的一流园区，对标对表，
改革创新，争当示范，以园区的高质
量发展、高速度发展不断增强投资
者对海口的信心、对海南自贸港的
信心。

东方的发展与自贸港建设密切
相关，在自贸港的建设中的定位与众
不同。2022年，东方坚决贯彻省委、
省政府要求，以东方机场、八所港、临
港产业园建设为抓手，推动自贸港建
设在东方取得新突破。

一是东方机场前期工作稳步推
进。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及这次政
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加快推进“两主
两辅一货运”机场体系建设，目前，我
们已经完成东方机场选址报告，以及
航空货运、功能定位等专题研究，其
他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是八所港转型升级迈出新步
伐。2022年，我们开工建设了八所港
罗带河港区5万吨级航道疏浚项目，
在省交通运输厅的支持下，八所港总
体规划修编步伐也不断加快，形成

“一港三区”总体发展格局。八所港
的智慧港口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全
球第一个智能船用装卸臂在八所港
完成首船作业，填补了流体货品无
人化装卸的国内行业空白。外贸货
运量继续位居全省第二，八所港成
为海南第二大口岸。此外，东方八
所港至广西防城港滚装航线，开通
条件也已基本成熟。

三是临港产业园发展活力加速
释放。过去一年，我们推动园区总
投资25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建设，中海油丙烯腈等重点产业项
目竣工，全省首个新能源高端装备
制造项目竣工，全省首个海上风电
示范项目开工。

在“三大重点任务”这个强有
力引擎的带动下，东方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明显成效，预计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12%以上，增速连续 6年排
名前列，特别是非房地产投资占比
93.8%，较 2021 年提高了 11.8 个百
分点。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动东方机
场建设前期工作，为机场在“十四五”
后期顺利开工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加快八所港总体规划修编，推动八所
港在港口群建设中与其他港口错位、
联动发展。严格按照“2023年底前
具备封关硬件条件”的总体目标，倒
排工期，加快推进东方市承担的封关
运作建设项目进度。另外，以打造千
亿级临港产业园为目标，重点培育壮
大石化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以清
洁能源为主的低碳环保产业等三大
产业集群。

澄迈是海南重要的经济单
元，是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自贸港建设中负有
重要的任务。如何落实好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要求？主要可以概括
为“一二三四五六”。“一”是锚定
加快推进全岛封关运作“一号工
程”这个目标；“二”是在科技创新
与实体经济两个方面加大力度，
科技兴国、实业报国；“三”是要更
好地发挥政策、区位、营商环境三
个比较优势；“四”是要推动海南
生态软件园、老城经济开发区、金
马物流园、油服基地“四位一体”、
有机整合形成“一区多园”；“五”
是要提升谋划项目、招商引资、改
革创新、担当尽责、解决问题等五
种能力；“六”是加快打造重点产
业“六个强县”。

过去的一年，屯昌以“一核两翼三
新”引领新发展，取得“三项亮点”和“三
个提高”的发展成果，“三项亮点”即全
县跨过100亿元GDP大关、货物贸易进
口打破零的纪录、地方债资金使用质效
双升；“三个提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48.1%、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提升到全省前列。

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详
细的年度目标任务，屯昌将锚定“一本
三基四梁八柱”的战略框架，重点围绕

“一核两翼三新”推动今年的工作。
在“一核”方面，屯昌将强化县域核心

动力，在主城区打造城市会客厅、融媒体
中心、政务中心等地标性建筑，在产城融
合示范区规划农产品精深加工片区、生态
片区、南药片区等，加强产城融合示范区
与县城的协调联动，带动县域整体发展。

在“两翼”方面，其中“第一翼”是指
以黑猪为龙头的生态循环农业。作为
全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屯昌将打造
黑猪产业链，从黑猪保种到生猪养殖，
从产品加工到品牌打造，为百姓提供优
质优价的屯昌黑猪。“第二翼”是指打造
以沉香为龙头的南药大健康产业。屯
昌拥有全省首个沉香省级林木种质资

源库，已研发出十多个沉香品种。眼
下，屯昌已谋划了打造沉香产业链的五
年规划，将通过抓保种、抓种植、抓加
工、抓标准、抓贸易，科学推进沉香产业
布局，加快推进沉香苗圃基地建设。

在“三新”方面，要打造开放活力的
新屯昌、绿色精品的新屯昌、共富共享
的新屯昌，擦亮“油画之乡”“武术之乡”

“南药之乡”“沉香之乡”“屯昌黑猪”等
发展招牌。在去年的冬交会上，屯昌发
布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屯长
香”，寓意屯昌的黑猪香、沉香香，欢迎
大家到“画里屯昌，常来尝香”。

省人大代表，屯昌县委副书记、县长赵英杰：

围绕“一核两翼三新”打造“画里屯昌”

一核两翼三新关键词

省人大代表，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邓立松：

以园区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

省人大代表，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卢胜：

以“三大重点任务”带动高质量发展

六个强县 一区多园关键词

省人大代表，澄迈县委副书记、县长冀铁军：

加快打造重点产业“六个强县”

省人大代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惠仙：

推进重点产业打造健康医学科技产研中心

“数字强县”
依托海南生态软件园，聚焦“一区

三业”，推动数字经济进入细分赛道，加
快发展信创适配硬件制造、电子信息制
造，支持游戏出海、数字医疗、平台经济
等产业健康发展。

“油服强县”
依托澄迈油服基地，聚焦油服4大

核心业务板块，推动油服产业驶入“快
车道”，加快推进中海油澄迈油气勘探
生产服务基地、莱佛士（二期）等标杆性
项目建设。

“物流强县”
依托金马物流园，聚焦供应链体

系，推动现代物流融入南向通道，配合
做好新海陆岛物流园区建设，发挥京
东、淡马锡丰树、普洛斯等头部企业的
牵引作用，打造全省物流经济带重要
支点。

“农业强县”
依托“6+2”品牌农业优势，聚焦标

准化、品牌化、科技化、体系化，推动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量质齐升，知名农产品
规模和产值保持“双增长”，加速桥头地
瓜、无籽蜜柚、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育
种育苗

“制造强县”
依托老城经济开发区，聚焦产业链

锻造，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谋划布局
再制造产业，发展高附加值加工、低碳
制造业、保税维修等。

“港口强县”
依托马村港区，聚焦临港经济，推

动马村港三期项目加快提速，全力推进
滚装危险品泊位、危险化学品仓储、华
能电厂二期业主码头建设，积极推动马
村港集疏运通道项目建设，提升港口服
务保障和疏散能力。

六
个
强
县

健康医学 产业转型升级关键词

园区经济 投融资模式 压力测试关键词

东方机场建设“一港三区”临港产业园关键词

1月14日上午，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首场记者招待会在省委
党校举行。海口、东方、澄迈、屯昌、保亭等市县代表团有关代表
介绍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情况并与记者们进行现场交流，分
享喜人成就、凝聚前进共识、绘就发展蓝图。本报对记者招待会
发言进行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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