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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着力提升城区竞争新优势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智慧政务”建设为重要抓
手，着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建设。以强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枚印章管审批”为主线，优化社区服务事项，进一步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

聚焦发展特色城区
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
作。加快建设保利C+国际博览中心，积极引进、提升一批重
大展会项目。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支持亚太金融小镇做优
做强。做优做精医疗健康产业，推动健康服务与旅游消费深
入融合。

扎实做好项目谋划
着力推进项目建设

稳步推动区文化馆、图书馆、林旺街心公园等公共文化
项目建设，积极争取村庄预留用地落地，启动林旺、藤桥等5
个安置区建设，加快南田片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推进“智
慧城区”建设。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加强对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管理，防止返贫
和新增贫困。

以“文化+产业”战略带动海棠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海
棠区北山热带农业产业示范园。对北山—文针、湾坡田洋、
青田田洋、落根田洋等4个田洋进行提升改造。积极培育海
棠芒果、海棠薏米、湾坡鸭等特色农业品牌。做好渔旅融合、
休闲渔业文章，逐步推进最美渔村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做好“三清两改一建”工
作。加快完成南田居向阳等4个队污水治理项目和北山、湾
坡化粪池尾水收集整治工程及东溪村委会进仕村生态景观
塘工程项目建设。

加强生态治理
着力创建绿色家园

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机制，力促环保治理持
续增强。推进赤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移民搬迁、近海养
殖区退塘还林、甘什岭退果还林等工作，做好铁炉港红树林
生态修复工作，完成藤海社区北侧冲刷岸线生态护岸工程项
目。高水平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逐步完善民生建设
着力打造美好生活

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制定海棠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
划，调整优化布局，推进“县管校聘”改革，试行教育集团化
办学。启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推进湾坡小
学等学校改扩建项目工程。推动卫斯理安女子学院等教育
项目建设，实现教育事业优质发展。

落实落细就业政策，实现脱贫巩固户“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2000 人左
右。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加快推进医疗
保障信息系统建设。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完善村（社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完成区疾控中心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慢病示范区建
设，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区人民医院、区
林旺医院、青田社区养护中心，依托大三亚 120建设项目打
造高标准急救体系。优化升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做
好医保“两个试点工作”，系统打造“全科、专科、产业、环境
建设”四支健康服务队伍，形成优良就医环境。

继续推进保价稳供项目建设，不断完善供应链体系，打
造集销售、集散、转运、配送等现代化基本功能的综合流通机
构，扩大平价网点覆盖面，保障“菜篮子”供应。

以建设“平安海棠”为核心，全面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抢抓机遇谋发展抢抓机遇谋发展 主动担当勇作为主动担当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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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经济逐步趋稳向好

2020 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海棠区排查重
点疫区人员 5590 人，留观重点人群 586 人，核酸检测 1 万余
人次，发放防疫物资 70 余万份，做到全区无一例本土病例。
全区77个在建项目1.1万名工人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坚持抗
疫不误农时，通过政府平台共收购销售瓜菜2277吨。

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7.75 亿元，圆满完成市委
市政府年初下达任务目标。区环岛旅游公路陵水土福湾至
三亚海棠湾通道、五指山至海棠湾高速、海南省环岛天然气
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海棠湾段）等重点基
础设施项目基本建成，其中五指山至海棠湾高速（三亚段）于
2020年年底实现主线通车。

实施离岛免税新政，三亚国际免税城销售再创新高。区
游客集散中心建成运营。全年各涉旅业态总接待游客 147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258.5 亿元，同比增长 73%，实现全区
限上贸易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 225.1 亿元，较上年增长
一倍。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互联网+智慧政务”“极简审
批”等制度，启动“一枚印章管审批”，首批划转的 69项行政
服务事项纳入区行政审批局统一审批。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中，
20个村委会完成农村集体资产配置工作并组建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140个村民小组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挂牌成立北
山、上新两个试点村工作站。完成龙海大社区服务中心建
设。深入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探索政府串联引领健康产
业发展模式。

●全面推进生态治理
城区品质有效提升

完成中央及省交办的四批 7件环保督察件的整改工作。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100%，
藤桥东西河水质全年达标，河（湖）长制连续两年考核全市第
一。

全年处置销号“两违”图斑 5516 个，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251栋，违法建筑管控强力有效。

在全区 7个村（居）试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设了
15套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建成
旅游公厕15座，完成农村改厕1616座，城区环境及村容村貌
明显改善。

●大力发展民生事业
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及时做好动态管理纳入退出工作，帮扶单位合力推进落
实16个专项帮扶措施。铁炉村上新小组、北山村、南田黎光
片区的村庄规划设计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升昌村、营头村、南
田片区 30个连队的村庄启动规划编制任务。建设 4个高标
准田洋。完成海棠薏米品牌建设前期申报，湾坡鸭养殖基地
实现盈收。全区 16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共 3.5 亿
元。

建成市政道路 10.4 公里，建成污水管网 8.6 公里。投入
2000万元实施完成南田居东风片区居民饮水安全工程，有效
解决1300户 8100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全年民生事业累计支出 6.7 亿元，占 2020 年全区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8%。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320
人，城镇新增就业 665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9407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64729 人，全市
排 名 第 一 。 新 增 5 所 公 办 幼 儿 园 ，公 办 幼 儿 园 占 比 达
58.89%，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100%。10个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竣工。建成海棠区社会心理服务站。
全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在三个农贸市
场设立20个公益性平价蔬菜摊位。

●强监管防风险
社会大局安定有序

启动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现有吸毒人员占全区总人
数比例从年初3.5‰降至2.39‰，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荣
获三亚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

全年受理人民调解案件401宗，法律援助案件157件，为
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175.33万元。完成海棠·青田普法长廊
建设项目，北山村法治公园被评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定期组织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受理旅游投诉1545件，为游客
挽回经济损失约220万元。

●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定期召开政府系统廉政工作会议。
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此外，海棠区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征兵
工作连续两年位列全省第二名。民族、宗教、
人防、档案、年鉴等工作有了新发展，国
防动员、民兵建设、双拥共建工作
取得新进步，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事业赢得新成
绩。

20212021年海棠这样干年海棠这样干！！

回顾 2020 年，海棠区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各项工作
成效显著、亮点突出。2021 年，海棠区继续用汗水浇灌收
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2020 年，海棠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0 亿元，同
比增长4.3%，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增速在全市各区中排
名第一；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7.75亿元；城镇和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40479 元和19126 元，增
长 3.2%和 8.2%；全年民生事业累计支出 6.7 亿元，占 2020 年
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8%。海棠区谱写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21年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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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育补助及教育质量提升

●公共卫生及健康医疗保障

●实施便民公共服务建设

●加大环保整改投入，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推进生态修复建设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社会福利政策保障

●推进农村（居）饮水安全建设

●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惠民保障工程建设

（黄珍/整理 李学仕 刘琪成/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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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

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争取早期收获的关

键之年。海棠区将围绕全省“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凝聚
海棠区上下力量，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为核心，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书写壮丽新篇，确保“十四五”规划
谋好篇开好局，着力抓好以下七个方面重点工作：

继续打造法治、廉洁、
务实的人民满意政府

加强政治建设。
打造廉洁政府。
坚持依法行政。

1

2

3

4

5

6

7

三亚国际免税城内人流如织。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三亚国际免税城

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网红”透明观景幕墙观赏海洋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