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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免
税政策实施两日引发旅游购物热潮# 省旅游
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我省目前正在积极筹建
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国际顾问委员会# 届时
将聘请世界旅行理事会副主席鲍姆加藤作为
主席# 由海南精选#$名旅游届精英为高级顾
问#为海南的旅游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该负责人表示#!月"$日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政
策$ 今年省旅游委将从%个方面深化和推进

这项工作$ 首先是抓好规划# 这规划包括全
省现有的总体规划和修编# 包括对森林旅
游% 乡村旅游% 温泉旅游% 自驾车旅游等一
批旅游的专项规划$ 其次要抓好大项目建
设$ 以大项目为突破口# 推进旅游产品的创
新和精品旅游的建设# 包括文昌航天主题公
园% 陵水海洋主题公园% 奥特莱斯大型购物
中心# 长影海南世纪影城$ 此外有两项重点
项目将更加突出# 一个是龙湾的先行试验区
建设# 目前管委会已经成立# 正在积极抓紧

前期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森林旅游的规划$海
南未来旅游的发展除了海洋之外# 森林将是
一个亮点# 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目前海南
森林旅游这项规划已经正式启动# 在规划完
成的基础上# 稳妥积极推进森林旅游产品的
开发$

此外# 还要抓好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建
设#建成一批房车%自驾车露营基地#深入实施
旅游公厕改造工程# 不断完善旅游配套功能$

此外今后宣传促销的重点将转向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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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 海南省政府召开了一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一季度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比全国增长*'%+高$'(个
百分点# 其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占半壁江山#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力量$

据分析#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在
去年同期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

了较快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运
行#经济效益明显#总体开局良好$

,-./01234567

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亿
元# 增长-'$+#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增
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另外#洋

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市%儋州市分别比
上年增长(!'-+%""'(+%""'"+#./0增
速位列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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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 全省全口径一般预算收
入#,!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其中#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增长"#'*+# 明显好于预期$ 更为难
得的是# 尽管房地产业税收增速大幅

回落# 但企业所得税增收明显# 比重
逐渐扩大# 表明我省财政收入的基础
日益夯实$ 从各税种来看#除营业税收
入受房地产销售收入明显减少而小幅
下降外# 其他税种和非税收入均实现
较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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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到今年初我省一批大工业项
目陆续投产推动# 我省工业生产快速

增长$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增加值*%',"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比全国增长#!'!+高##'!个百分
点#增速位列全国前列$ 一季度完成产
值超!亿元的大中型企业中#海南炼油
厂%一汽海马%中海石油化学%金海浆
纸%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海口电厂%昌
江华盛天涯水泥等%家企业增速均超
过"&+#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的
贡献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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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国走势同步一
致#今年一季度我省港口外贸进港物
流不但规模大#同比增幅也相当高$

记者近日在省统计局采访了解到#

今年#1(月# 我省港口外贸出港物流量
为"!'--万吨#而进港物流量高达("%'!*

万吨#超过十多倍#与去年同期相比#出
港物流减少(!'!+# 而进港物流增长
#"'(+# 此种情况与今年一季度全国近
几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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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今天从发布会上获悉# 一季度# 全省农民人
均现金收入#*,,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 实际增长#&'%+#增速高
于城镇%'&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个

百分点$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成
为主要因素$ 二是农产品价格较快上涨和
出售农产品数量增加拉动农民人均现金收

入快速增长$ 三是得益于全省农村满 -$岁
及以上老人每月领取 &&元的基础养老金和
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民医疗报销% 粮食直补%

养猪补贴% 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强农政策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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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
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一季度#我省
居民消费价格!203"比上年同期上涨-'%+#其
中城市上涨-'(+#农村上涨%'%+$

据介绍#一季度#我省八大类消费价格呈
(七升一降)态势$ 其中#食品类上涨#&'$!%居

住类上涨-',+% 医疗保健与个人用品类上涨
#'#+% 衣着类上涨$'#+% 烟酒及用品类上涨
$'*+%交通和通信类上涨$'%+%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类上涨$',+%家庭设备和用品与维
修服务类下降$'"+$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拉动
价格总水平上涨-'!个百分点# 对203的贡献率

为*&+#是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推手$

专家分析说# 一季度导致我省物价上涨
的主要原因包括生产成本增加和国际输入性
通胀$ 据专家测算#如果二季度203一篮子商
品的价格与(月份价格持平# 二季度203同比
涨幅将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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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明显高于全年预期目标$ 其中#房地产业开发
投资#",'$!亿元# 增长($'*+$ 全省在建项目
#""-个#同比增加"("个#增长"('(+$ 其中#新
开工项目,*个$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第一季度我

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亿元# 占年度投资
计划的"#'&+#比去年同期增长(*+$是在去年
一季度同比增长-#+的基础上的高位增长$

据介绍# 今年一季度我省有十个重点项
目建成竣工#其中海棠湾万达康来德%希尔顿
等&家五星级酒店已建成营业$ 昌江核电%东
方电厂二期% 保障性住房等!$多个项目进入
投资建设高峰期$

据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第二
季度我省有十几个项目将要开工建设$ 包括
海南45.站线项目%洋浦商业石油储备及($万
吨级原油码头项目% 海口美兰机场国际楼扩
建% 海口港马村港区二期工程% 部分旅游公
路%电网新建工程%三亚红塘湾旅游度假区%

-$万吨06项目%海航游艇制造%中小学厕所改
扩建和新建项目等$

HI|EG}~yz

56h

�L������

HI|aG��

����1>�

u�����

aG����

()*

HIbaG()*P�gOk��+,-.

aG��;<12����D�

�<

��

 ¡

aGHIJ!"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者 &"

"

省委副书记% 省长罗保铭今天上午主
持召开五届省政府第-!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于"$##

年!月起在海口% 三亚% 儋州市试行#

"$##年#$月起在全省全面实行$

这也是继#**"年建立城镇从业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年建立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 我省完
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全覆盖的又一重大突破$

*办法+规定#凡具有本省行政区
域内非农业户籍#年满#-周岁!不含在
校学生"%当期未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等现有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 无任何形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的城镇非从业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自
愿参加居民养老保险$

*办法+明确#养老保险待遇由基
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政
府对符合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城
镇居民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会议讨
论决定# 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元$ 所需资金由省财政与市县财政

分担$

罗保铭在会上指出# 实施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有利于加快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政策的导
向上# 要充分考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的衔接# 有利于城镇化进程和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他要求#要迅速推
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
施#加快工作进度#确保该制度自#$月
起在全省全面实行$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农药
批发零售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实行批发特许经营与零售许可相结合
的新体制# 是我省在制定农药法规方
面的重大突破和农药监管体制上的重
大改革$ 为从源头上杜绝使用违禁农
药行为# 该办法明确了严格的农药经
营准入制度# 对农药经营企业实行总
量控制$ 全省建立农药批发企业%区域
配送中心%零售企业三级经销网络#按
(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
服务)的标准规范市场$

罗保铭指出#制定*农药批发零售
经营许可管理试行办法+意义重大$ 农
药经营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 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利益# 特别是海南被赋予
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的重要使命#

也是通过国家验收的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严格对农药经营的管理势在必行$

他要求# 要进一步完善配套的处罚惩
治措施#铁腕管理#严格执法#坚决遏
制违法经营农药行为$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蒋定之#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副省长
林方略%陈成%符跃兰#省政府秘书长徐
庄出席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列席人员
及有关市县%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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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东环铁路的建成
及营运#我省择火车出行的旅客明显增
多$海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
省择火车出行的旅客累计达"&#万人#

比去年同期的"*'#万人增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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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的引导下# 海南房地产开发市场日趋
成熟和完善# 突出表现在传统中由商
家向客户预先收取的定金及预付款日
趋减少$ 海南省最新月度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在全省房地产开发投
资全部资金来源中# 定金及预付款仅
为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减少
",'"+#接近减少三成#定金及预付款
占全部财务资金来源的比重也由去年
同期的-*'#+下降为!,'$+#变化十分
明显# 而全部财务资金来源并没有减
少#还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今年一季度# 海南房地产开发投
资在增速方面继续由西部地区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