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房住不炒”，稳房
价稳地价稳租金稳预期

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就自由贸易港风
险防控网。

防控贸易、投资和金融风险。建成社
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牵引人流、物流、资金
流全方位管理服务，有效管控走私活动。
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评估治
理机制。防控公共卫生和生态风险。实现
传染病监测和救治体系在省级、5个重点区
域、县级全覆盖，建立境外疫病疫情和有害
生物联防联控机制。优化危险废物处置设
施布局，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到100%。
防控房地产风险。坚持“房住不炒”，保持
房地产调控力度，落实市县主体责任制，稳
房价、稳地价、稳租金、稳预期。加强应急
能力建设。完善预防、救援、处置、保障等
协调统一的“大应急”管理格局，布局建设5
个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形成必备应急
物资本岛自主生产的能力。维护社会安全
稳定。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合理配置基层
服务管理资源，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施法治海
南、平安海南建设重点工程，不断提升依法
治省水平，完善社会治安防控基础，强化公
共安全监管，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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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海南两会 读报告

本报讯 一
份报告，就是政
府对人民的一
份沉甸甸的承
诺。《海南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
目 标 纲 要（草
案）》（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草
案）》）昨日在省
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亮相”，
关乎海南未来5
年的发展。

《规划纲要
（草案）》里写了
啥？将如何影
响 我 们 的 生
活？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十
四五”时期是开
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是
高质量高标准
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
关键五年，是海
南发展的黄金
机遇期和重要
窗口期。

本版稿件由
记者 林文星
钟起的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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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2023年底前具备封关硬件条件
突出制度集成创新。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完成自由贸易港第一阶段制度安排有关任务，争取

2023年底前具备封关硬件条件、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
项准备。推动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等标杆项目抢占“世
界第一”。突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推动营商环境总
体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中长期行动计
划。以市场主体获得感为导向，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企业成长环境。完善营商环境评价考核及成果应
用机制，倒逼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全面落实自由贸易港集
成创新行动方案。开展制度创新成果问效评估。投融资、
土地管理、园区建设、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先行取得
突破。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吸引更多科学家、领军人
才和专业人才。

充分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具有
海南特色的合作竞争新优势。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交汇点，着
眼扩大流量，对内对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对外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成为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反应炉”。完善
全岛免税销售网络，实现国外商品和国内
购买力充分对接，吸引免税购物回流3000
亿元。加快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吸引求
学回流5万人。加快乐城先行区建设，促进
国际先进医疗资源与国内健康需求有效衔
接，吸引海外就医回流50万人次、不出国诊
疗150万人次。加快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吸引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在海南引进中
转，推动种业贸易量大幅提升。用好“加工
增值”税收政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用好投资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离岸新型国际贸
易、离岸创新创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
进外资外贸再上新台阶。提升对国内国际
通达能力，增开国内外航空航线160条、达
到646条，通达城市增至200个，旅客吞吐
量达6000万人。增开内外贸航线20条，通
达全球100个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66亿
吨、增长20%。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
枢纽加快建设，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300
亿元、年均增长12%。丰富国际交流载体，
博鳌成为具有非正式、舒适、和谐会议氛围
和田园风光特色的重要政商对话平台。深
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泛珠区域、长三角等联
动发展。推进港航一体化，实现跨琼州海
峡产业发展、社会管理和环境资源保护等
无缝对接。

拓展“智慧海南”应用场景，
在教育等领域领跑全国

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地方急需，以超常
规手段打一场科技翻身仗。

打造种业、深海、航天三大科创高地，争取国
家实验室落户海南，培育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全国深海科技基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和航天
重大产业基地。集聚全国热带学科研究力量，攻
克若干热带特有疾病。建设重大新药创制成果转
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力争创新药突破10个。拓
展“智慧海南”应用场景，在“多规合一”、教育、医
疗、应急等领域领跑全国。积极推动重点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先导试验区建设。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扩容提速行动，企业数量超3000家。实
现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34%、投入强度达1.6%，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6.2件。

环岛旅游公路、中部热带雨林等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

全面实施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
岛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坚持系统观念，基本实现“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推进“2+4+N”建设格局。“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实现一体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4个中心城市提升辐
射带动能力，若干县城率先提质扩容。

推动新型城镇化。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建设
若干100万、40万、20万人口规模城镇。规范有序引导农村地区人
口向县城、县城周边、城镇梯度转移集聚。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全面实施以居民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岛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实行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人口规模配置的新机制。提升城市
数字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的城市生态和安全系统，大力提升防灾减
灾能力，有效治理交通拥堵、城市内涝等“城市病”。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升级“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功
能，实现规划编制、审查实施、监测预警全链条管控。坚决遏制“两
违”新增，基本完成存量问题阶段性整治。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丰’字型+环线”（“丰”字型：海口至
琼中至三亚的“一纵”，北部文昌至临高、中部琼海至洋浦、南部陵水
至东方的“三横”；环线：环岛旅游公路等环岛陆路）的多层次路网全
线贯通，实现全岛3小时通达。两大经济圈内实现1小时通勤，圈内
城际轨道交通加快建设。推进美兰机场三期扩建和三亚新机场、东
方货运机场、儋州机场规划建设。形成“四方五港”现代港口群。社
会物流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降至13%左右。实现所有乡镇
及具备条件的行政村5G网络全覆盖，国际海缆投入使用，信息基础
设施水平国内领先。完成全国首个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建设，获得
电力核心指标达到全国一流。加快“气化海南”建设，基本实现城乡
地区燃气全覆盖。推进绿色智慧水网建设，基本建成海岛型水利设
施网络骨干工程。

全面推行装配式建筑，稳步
推进“禁塑”

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路径，形成
生态文明建设海南样板。

加强制度设计。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有偿使用制度。实行减
排降碳协同机制，实施碳捕集应用重点工程，提前
实现碳达峰。开展海洋碳汇研究。完善中部市县、
流域上下游、湿地、海洋等生态补偿办法。推进标
志性工程。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达80%左右，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新增400万千瓦。清洁能源汽车保
有量占比和车桩比达到全国领先。全面推行装配
式建筑，加快热带建筑建材产业集群发展。稳步推
进“禁塑”，形成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完整产业
链。基本建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更好保护海南长
臂猿、苏铁等珍稀濒危动植物。加快补齐短板。农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基本全覆盖，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100%。基本实现各市县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落实海上环卫制度，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全面实
施，重点海湾污染防治、渔民转产和养殖业规模化
绿色转型进入良性轨道。启动工业固废规模化收
集、贮存、利用和处置体系建设。全省推行绿色殡
葬。到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
98%以上，细颗粒物浓度降到11微克/立方米，臭
氧浓度控制在120微克/立方米以内，森林覆盖率
保持62%以上，新增红树林湿地面积2.5万亩，化肥
施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减少10%以上，省控地表水水
质优良比例达95%。

脱贫
实现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历史性转移。形成开发性和保障性并举的农
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格局。加大农民培
训力度，每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9万
人。两年内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农村教
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前列。

就业
解决民生难题。城镇就业每年新增15万

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菜价
加大保供稳价力度，扭转“菜篮子”产品

价格在全国居高不下的局面。

住房
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25万套，以优惠价

格向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提供住房保障（根
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
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本
地居民和引进人才，可以优惠价格购买安居
型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按本市县城镇居民家

庭的房价收入比不超过10倍，或者不超过本
市县上年度商品住房销售均价的 60%确定。
具体由试点市县根据实际确定）。完善住房
租赁市场。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完成老旧小区和棚
户区改造任务，全面实现“抄表入户”。

教育
每年办成一批民生实事。以国际教育创

新岛引领教育发展。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教育主要指标达
全国中上水平。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5年，进入全国前列。培育海南学生“特色
印记”（2018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不断提
升学生全面素质，让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
劳诚信、文明朴实成为海南学生的特色印
记），成为素质教育全国样板。

医疗
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完善全省三级医院

布局。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6.5张、执业（助
理）医师数3.1人。全面实现“小病不进城、
大病不出岛”。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全国先进
水平。

保障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每千人口拥有3岁

以下婴幼儿托位数3个，养老护理型床位比例
达60%。城镇从业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制
度有效实施，五项保险应保尽保。形成城乡
低保、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梯度救助格局。

文化
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

弘扬特区精神，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建设海
南文明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
动漫、影视全产业链发展，促进旅文体融合
发展。扩大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等全球影响力，办好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动黎苗“三
月三”等民族节庆增强国际化、旅游化元
素。省会城市十大标志性文化公共设施（海
南科技馆，省图书馆二期，海南国际艺术学
院，省艺术中心，省美术馆，省琼剧会馆，省
群众艺术馆，省新闻中心，海口湾演艺中心

〈海口人民剧场暨海口演艺新空间〉，海南革
命军事馆）工程投入使用，镇村（社区）综合
文化设施实现全覆盖。加快建设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区。

你好 明天 一版读懂“十四五”
规划主要目标任务

今后5年的海南什么样？ 坐上这台“时光机”，带你去看看

1
完善免税销售网络，吸引免税购物回流3000亿元2 3 4

567以优惠价格向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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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突出品质为上、特色为要，让广大人民共享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财政民生

支出增速不低于“十三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达到全国中上水平，民生特色项目争创全国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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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形成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3+
1”产业发展格局，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加
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实施质量优先、全
域旅游策略，环岛旅游公路、中部热带雨林等
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发展特色旅游产业集
群，游客人均停留天数和消费额显著提高，旅
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
12%。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现代物流、
医疗健康、现代金融、商务服务等产业规模，突
破国际冷链物流、专病康养、国际设计岛等发
展瓶颈，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过半。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
元。提升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

物医药等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能级，产值突破
4000亿元、2000亿元和500亿元，数字经济
年均增长30%以上。培育壮大种业、深海、航
天等未来产业，“陆海空”产业总规模超350亿
元。优化升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端食品
加工等三个优势产业，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超过农业产值。加快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抓好“米袋子”，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新建改造100万亩高标
准农田，引进和培育特有热带水果、观赏鱼、花
卉等新品种，推进“三棵树”等全产业链发展。
促进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深水网箱数量
翻番，建成12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快产业
园区建设。提高产业配套能力，集中培育产业
集群，谋划实施一批大项目，建设若干个千亿
级产业和一批百亿级园区，重点园区年营业收
入1.2万亿元，对经济贡献度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