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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十三五”发展目标
编者按：1 月 26 日上午九时，海南省第五届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开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2016 年的目标任务，
同时也提出了“十三五”发展目标。本报摘取了一些经济层面的重要动向，
以飨读者。

2016 发展目标
GDP 增长预期为 7.0-7.5%
要实现 18 万人脱贫
报告指出，2016 年海南 GDP 增长的预期目标为
7.0—7.5%，要实现 18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报告提出，2016 年海南省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7.0—7.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8.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5%，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 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9 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0%以内，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
节能减排降碳控制目标，实现 18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与巩固提升。
回顾过去的 2015 年，
《报告》中提到，海南省在面
对经济下行、电力短缺等不利因素影响下，经济总体
运行仍稳中有进，稳中向好。2015 年海南全省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3702.8 亿元，增长 7.8%；地方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627.7 亿 元 ，增 长 8.7%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355.4 亿元，增长 1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25.1
亿 元 ，增 长 8.2% ；城 镇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6356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858 元，分
别增长 7.6%和 9.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1.0%；城镇登
记失业率 2.3%。
2015 年，海南省在面对经济下行、电力短缺和持
续高温、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下，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力推动“多规合一”等重
点改革，编制完成了《海南省总体规划》，积极扩大对
外开放，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另外，把抓项目、促投资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重
点，开展“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393 个省级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 1915 亿元，
超出年度计划 194 亿元。
在抓当前、稳增长的同时，努力解决海南省产业
结构单一、增长质量效益不高的问题，积极谋划海南
长远健康发展。在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论证基础
上，确定做优做强和重点培育旅游、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互联网等十二个产业，已初显成效，全年旅游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1%，农业增长 5.5%，互联网产业增
长 14.8% ，医 疗 健 康 产 业 增 长 11.1% ，金 融 业 增 长
19.6%，
会展业增长 9.9%，
医药产业增长 16.8%。

2016 年重点项目谋划
开工新建一批。尽快开工三亚新机场及临空产
业园，努力将其整体打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迈湾、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国家现代农业南田
示范区、南繁基地建设、航天科普中心等重点项目按
时开工建设。
加快推进一批。提高项目建设速度，确保腾讯
创业基地、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陵水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五源河文体中心、三亚亚特兰蒂斯等产业
项目，及文昌至博鳌、万宁至儋州至洋浦、琼中至五
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铺前大桥、美兰机场二期扩
建、凤凰机场三期改扩建、三亚邮轮母港二期、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全面启动光网智能岛建设项目。
竣工投产一批。确保博鳌机场在今年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前投入使用，海秀快速干道国庆节前全线
通车。建成运营昌江核电 2 号机组、京东（海南）运营
中心、定海大桥配套路网等项目。
储备生成一批。重点做好海南岛水系连通、热
带现代农业水利工程、昌江核电二期、儋州机场、旅
游大学等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十二五”
回眸

“十二五”
规划圆满收官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9.5%
海南在“十二五”的发展成就令
人鼓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
就，国际旅游岛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GDP 年均增长 9.5%
报告指出，
过去五年，
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
8.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
均增长18.3%，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3.6%，
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11.6%、
14.3%。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的
26.1：27.7：46.2 调 整 为 23.1：23.6：
53.3。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6%，
占GDP比重比2010年提高7.1个百分
点，
接待游客总人数、
旅游总收入分别
比 2010 年增长 73.6%、
110.9%，
海洋生
产总值比2010年增长87.5%。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
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1191 件
五年间，海南完善省直管市县体
制。实施 4 轮省级行政审批事项清
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1191 项，降幅
达 79.4%。建立省级权力、责任清单
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网上审批
和“阳光”审批。完成新一轮省级机
构改革，设立地级三沙市，三亚撤镇
设区，儋州升格为地级市。
农垦、国资国企、医药卫生、教育
文化、林业、事业单位、供销社、农信

社等重点领域改革都取得了新进
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区域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影响力持续扩大，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获批，海南
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城乡面貌明显改善
共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2824 亿
过去五年，海南共完成基础设施
投资 2824.7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4 倍。
“ 田”字型高速主框架、
“ 四方
五港”格局基本形成，环岛高铁全线
贯通，
“ 南北东西、两干两支”机场布
局加快推进。
核电、火电、抽水蓄能等电力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电网主网架建设基
本完成，扭转了电力长期短缺的局
面。红岭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红
岭灌区、南渡江引水等大型水利工程
建设步伐加快，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逐
步改善。
城市和行政村光纤宽带网络覆
盖率分别达到 89.2%、71.0%，4G 覆盖
率分别达到 99.1%、84.7%，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环境质量保持优良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7.9%
海南持续开展“绿化宝岛大行
动”，累计完成造林 159 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 62%。依法依规强力清
理闲置土地，处置闲置土地 13.26 万

亩。健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
态区域内的市县不再考核 GDP，中
部生态核心区得到有效保护。
加强污染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分别达到 94%和 80%，近岸清洁海水
水质面积保持在 90%以上，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7.9%。在我省节
能空间小、减排压力大的情况下，全
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十二五”节能
减排指标。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35.2 万人
过去的五年是社会事业快速发
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五
年。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每年财
政支出 7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全
省财政民生支出五年累计 3663.8 亿
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9 倍。减少
农村贫困人口 35.2 万人。新增就业
人数 46.9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5.8 万人。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全国
第一。
基本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完成国家教
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目标，各级各类教
育加快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初
步建成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五指
山 5 个区域医疗中心。在全国率先
全面实现城镇从业人员五项社会保
险省级统筹，织就了一张人人有社
保、城乡全覆盖的社保安全网。

“十三五”
展望

2020 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
“十三五”时期海南要实现经济
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民生保障
水平稳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大幅提
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
高，与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
建成国际旅游岛。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总的奋斗目标是，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国际旅
游岛，努力将海南建设成为全省人民
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谱写美丽中国
海南篇章！
“十三五”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经济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到 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
翻一番以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 900 亿元，年均增长 8%。结构调
整取得积极进展，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三次产业比
重趋近 20：2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 47%，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进一步增强。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
高，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
步，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
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全省
农村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生态环境质量
巩固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62%，
大气、水体和近海海域等环境质量保
持全国一流。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
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严格控制在国
家下达的计划目标内。主体功能区
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社
会治理能力大幅提高，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突破，法治政
府基本建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
形成，基本建立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相
适应、与“多规合一”改革相配套的体

制机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普遍提高，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
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
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
意识不断增强。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要坚持五个
方面的发展。一是坚持创新发展，推
进重点领域改革，培育发展新动力取
得新突破；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
和区域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
突破；坚持绿色发展，培育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
突破；坚持开放发展，深化对外交流
合作，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取得新突
破；坚持共享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
祉，实现全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
入全面小康社会。
（文枫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