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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海南经济实现正增长

GDP 6818亿元，同比增长 0.2%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魏铭纬 柯育超冤 1月 19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 2022年

海南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袁2022年全省生产总值
6818.22亿元袁按不变价格计算袁比上年增长 0.2%遥全年经济实现正增长袁农业生产平稳增长袁工业投资
占比提升袁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袁物价水平保持稳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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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海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全省生产总值

6818.22亿元
比上年增长

0.2%

绎第一产业增加值 1417.79亿元，增长 3.1%

绎第二产业增加值 1310.94亿元，下降 1.3%

绎第三产业增加值 4089.49亿元，下降 0.2%

1.农业生产平稳增长

粮食生产平稳增长袁 全年粮食种植面
积 273.0千公顷袁比上年增长 0.6%曰粮食总
产量 146.6万吨袁增长 0.4%

2022年袁全省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2272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3.5%

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分类别看袁食品烟酒尧生活用品及服务尧交通通信尧教育文
化娱乐尧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5%尧0.6%尧5.0%尧
2.1%和 0.5%袁居住价格下降 0.7%袁衣着尧医疗保健价格持平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6%

分产业看

2.工业经济小幅下降
分行业看要要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增长 2.5

倍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5.9%袁农副食
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3.3%

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下降 0.4%

3.服务业基本平稳
1-11月份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营收同比增长 24.4%袁利润总额增长 107.5%曰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 3.5%曰电信尧广播

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营收增长 9.1%

全省服务业
渊第三产业冤增加值
比上年下降 0.2%

4.工业投资快速增长

制造业投资增长 21.1%
电力尧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投资增长 49.8%
水利尧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投资增长 21.2%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比上年下降 4.2%

工业投资增长 33.0%袁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上
年提高 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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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场销售下降

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268.35亿元
比上年下降 9.2%

全省网上零售额 572.4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9%
其中袁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43.8亿元袁增长 23.0%

6.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2009.47亿元
比上年增长 36.8%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353.62亿元
增长 22.9%

7.农村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城镇居民

40118元
略降 0.2%

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57元
比上年增长

1.6%

农村居民

19117元
增长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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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22年袁海南省政府实施了
野产业投资提升年冶和野基础设施
推进年冶袁政策措施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袁具体表现出三大亮点遥
第一个亮点袁 工业投资连续六

年快速增长遥明阳海上风电场项目尧
万宁礼纪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尧
明阳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基地等
项目持续施工袁 带动光伏发电尧海
上风电尧 装备制造等领域投资加
快袁为工业投资注入强劲动力遥 工
业投资在 2017年至 2021年连续
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袁2022年再实
现增长 33%袁达到近年的最高增速袁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4.4个百分点遥
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较上年提高 5.2个百分点遥

第二个亮点袁 基础设施投资
野基石冶作用有效释放遥 用足用好
政策性金融工具袁 加快地方专项
债支出袁 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快
速增长遥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路网工程落地开工袁 环岛旅游公
路工程投资规模再上台阶袁 海口
新海港综合枢纽站项目冲刺发
力遥 2022年袁交通行业投资比上
年增长 1.7%遥 野六水共治冶攻坚战
聚焦项目投资袁 进一步完善水网

规划系统袁打造城乡一体尧互联互
通的市县水网体系遥 水利行业投
资比上年增长 21.2%遥
第三个亮点袁 园区投资逆势

增长遥 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和临空
产业聚能成链袁 崖州科技城聚焦
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精心布局袁
13 个自贸港重点园区固定资产
投资实现快速增长遥 2022年袁重
点园区完成投资超 1200亿元袁比
上年增长 6.6%袁增速高出全省投
资 10.8个百分点曰占全省投资的
比重超过三成袁 占比较上年提高
3.5个百分点遥

2022年袁海南 CPI渊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冤同比上涨 1.6%袁涨幅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4 个百分
点袁按涨幅从高到低排位袁在全国
31个省渊市尧区冤中居 27位遥
据介绍袁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

核心 CPI同比上涨 0.4%袁涨幅保
持相对稳定遥分月来看袁除 2月尧8
月和 12月外袁其他月份海南 CPI
同比涨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遥
其中袁受野0801冶疫情影响袁8月海
南 CPI上涨 3.2%袁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0.7个百分点袁 为年内月度
最高涨幅遥

2022年海南 CPI运行主要有
两大特点院 一是食品价格有所上
涨遥 2022年袁海南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3.0%遥 其中袁受不利天气尧疫情
反复导致供应偏紧以及运输成本
上升等因素叠加影响袁鲜果尧水产
品价格分别上涨 11.2%和 7.1%袁是
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遥
鲜菜价格上涨 1.8%袁 涨幅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遥受养殖

成本增加以及周期性因素影响袁
猪肉价格单月同比从 8月开始由
负转正并持续保持上涨势头袁但
全年平均价格同比下降 7.3%遥

二是能源价格高位上涨 遥
2022年袁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影
响 袁 海南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2%袁涨幅比 2021年扩大 0.9个
百分点袁 对 CPI上涨的贡献率超
过四成遥其中袁汽油尧柴油尧液化石
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18.4%尧22.9%
和 14.8%遥

2022海南经济运行呈现这些特点

“四月见底、五月回升、
六月增长、七月加快增长”

2022年尽管海南省经济受疫
情短期冲击明显袁 但从疫情过后
经济恢复情况来看袁 海南经济呈
现较强的恢复能力和发展韧性遥
据介绍袁三四月份疫情后袁经

济运行呈现 野四月见底尧 五月回
升尧六月增长尧七月加快增长冶的
特点遥8月份疫情后袁四季度 GDP
企稳回升袁 连续三个月当月实现
正增长遥 特别是 12月份以来袁来
琼人数迅速增长袁带动旅游尧消费
回升步伐加快遥初步核算袁四季度
当季 GDP增长 1.9%袁 全年 GDP
实现增长 0.2%袁体现了我省经济
较强的恢复能力遥 经济大盘依然

稳固遥全省经济规模突破 6800亿
元袁五年年均增长 5.3%袁高于全
国增速 0.1个百分点遥

2022年袁野零关税冶和加工增
值税自贸港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袁享惠企业快速成长遥 船籍港
政策推动洋浦保税港区开通多
条内外贸航线袁海南国际船舶总
吨位历史性跃居全国第二曰市场
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袁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超过 100万户袁增速连
续 34个月保持全国第一曰 免税
经营主体数量及经营规模不断
扩张袁 免税品销售规模五年超
1300亿元遥

产业基础薄弱和科技创新不
足一直以来是制约海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短板袁2022年均有新的
突破遥 一是主导产业培育壮大遥
2022年袁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七成左右遥 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增势良好袁 增加值规
模预期突破千亿元遥 高新技术产
业平稳发展袁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 42.3%袁占全省投资的比重提
高 0.5个百分点遥 数字经济保持
较快增长遥 绿色生活方式逐步推
广袁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速稳居
全国第一袁 新能源汽车销售额增
长 24.8%遥

2022 年农民收入总体保持
平稳增长袁 全年增速在前三季度
5.2%的基础上再提升 0.6个百分点遥
据介绍袁住户调查数据显示袁

2022 年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9117 元袁 同比增加
1041 元袁增长 5.8%袁增速快于城

镇居民 6.0个百分点袁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12 年
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袁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
比为 2.10袁 相对差距同比缩小
0.13袁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遥

从收入结构看袁 四项收入全
面增长袁 为农村居民稳定增收提
供了重要支撑遥 从增收有利因素
看袁 过去一年我省顶住疫情冲击
影响压力袁 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
业等一揽子政策持续发力袁 使得
工资性收入保持增长遥

免税品销售规模五年超 1300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117元

2022年产业投资政策有三大亮点

CPI同比上涨 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魏铭纬 柯育超冤 1月 19日袁
2022年海南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举行袁相关负责人就 2022年
海南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