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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出台重振旅游业“三十条” 

海南自贸区简化审批制度

海南自贸区（港）告别“楼花”时代

【欧洲时报讯】海南获中央
支持建设自贸区（港）即将两周年，
海南自贸区建设进展顺利。中国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近
日表示，总体看海南自贸试验区
建设成效显著。

他介绍，自贸区建设两年来，
总体方案确定的试点任务实施率
已达 97%，海南省先后发布 6 批共
71 项制度创新案例，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取
得的成果，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副主任陈小华向记者介绍，
过去的两年是海南自贸区（港）
打基础、进行压力测试的两年。
海南共推进三大活动——

政策落实活动。海南出台一
系列政策文件，与各部委签订数
十份合作协议。

招商引资活动。海南 2019 年
进行多次签约活动，海内外企业高
端关注海南发展。全年实际使用
外资 15.23 亿美元，增长 107.8%，
连续两年翻一番。据统计，当年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约 70%，28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入驻海南。

制度创新活动。在海南推出
的 71 项制度创新案例中，商事登
记全省通办（海南 e 登记）、进出
岛信息监管平台等创新已经取得
明显效果。

此外，海南在两年中紧抓机
遇，着力实施六大计划——

先导性项目滚动推进计划。
海南不断推动建设及时更新先导
性项目，目前三亚南繁科技城、
文昌航天科技城等园区建设正在
进行中，基础设施水平不断完善。

服务贸易先导性计划。在全
国服务贸易“逆差”的背景下，
海南形成亮点和特色，旅行，加
工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等领域均为顺差。统计显示，
2019年海南服务贸易实现顺差6.53
亿元人民币。

园区建设推进计划。一流园
区是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压
茬推进和进行压力测试的重要载
体，海南出台重点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意见，聚焦种业、医疗、
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
维修、金融、航运等十个重点领域，
精心规划三大类 20 个重点园区进
行建设。百万人才进海南计划。

建设自贸区（港）海南需要

【欧洲时报讯】海南省政府 3
月 22 日发布《海南省旅游业疫后
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
行动措施（2020-2021 年）》（下
称《重振计划》），从财税金融、
项目落地、营销推广等多个方面
帮助海南旅游企业逐步摆脱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重振海南
旅游业发展。

《重振计划》适用于今明两年
在海南注册的旅行社、旅游景区、
酒店民宿、旅游商品、邮轮游艇、
高尔夫旅游、椰级乡村旅游点等
七类旅游企业。通过减免租金、
优惠水电气价格、开通“绿色通道”
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并将引导
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旅游企业的
投资力度。

在推动入境游发展方面，海
南将继续出台提升旅游国际化水
平行动措施、入境旅游市场开拓
扶持办法等，推动实施更加开放
的免签入境政策，积极推动邮轮
从海南入境 15 天免签政策落地，
进一步简化游艇入境手续。优化
完善航线补贴办法，鼓励、支持
企业积极复飞国际航线。

据了解，海南自贸区建设近
两年来，海南加快推进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抢抓机遇推动旅
游业提质升级。

海南省旅文厅副厅长敖力勇
表示，近两年来海南旅游产品供
给不断丰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取得阶段性成果。海南全
省已培育形成了海洋旅游、康养
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等 10

大旅游产品体系，婚庆旅游、低
空飞行旅游、房车自驾旅游等旅
游新业态不断发展。

离岛免税购物已成海南旅游
“金字招牌”。 海口海关自贸区
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副处长李红梅
说，离岛免税政策在 2018 年底进
行第五次调整后，2019 年免税品
销售达 1819.9 万件、免税品销售
金额 134.9 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均超 3 成，均创历史新高。

目前，海南已建成三亚亚龙
湾、海棠湾等 9 个滨海旅游度假
区和酒店集群，正在建设观澜湖
旅游园区等 7 大省级旅游园区，
以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等 36 个重点旅游度假区。

中免集团、中国旅游集团等 8
家企业在海南注册落户总部、文
旅总部或区域总部。

三亚凯蒂猫主题乐园、美国探
索集团等 24 个旅游文体产业项目
相继签约。已有 39 个旅游文体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合计 352.9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正在建
设全长 1009 公里的环岛旅游公路，
未来海南将把三分之一的游客分
流到环岛旅游公路上，形成一条
珍珠项链，打造成海南省全域旅
游的标志性项目。

敖力勇表示，海南旅游业下
一步将突出自贸港导向，围绕 7 大
省级旅游产业园区和 36 个重点旅
游度假区进行精准招商，引进更
多国内外知名主题乐园落地海南。
 文 / 王子谦 洪坚鹏

【欧洲时报讯】产业园区是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重要平台。
近两年来，海南高度重视产业园
区发展，通过调整优化重点产业
园区规划布局、出台系列政策措
施等举措，力求把园区规划好、
建设好、管理好，将园区打造成
自贸区（港）建设中做大流量的“量
点”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海南自贸区建设两年来，各
园区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该
省出台《海南省重点产业园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围绕“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
大主导产业，聚焦种业、医疗、
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
维修、金融、航运等十个重点领域，
精心规划了三大类 20 个重点园区。

海南将省级审批权限下放给

园区，在各园区实施“不见面审批”
等最大程度简化审批的创新制度，
让园区“有权定事、有钱办事”。
同时对照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
的十大评价标准，基于海南的特
色推动最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在
园区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
市场环境。

为进一步促进园区发展，洋
浦推出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优
化营商环境、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鼓励人才引进四大类政策，旨在
做好自贸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洋浦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洋浦已对标国际先
进地区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目前海关实施 7×24 小
时预约通关，今年前两个月洋浦
口岸整体通关时间优于全国水平。 
 文 / 王子谦

【欧洲时报讯】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国内部分地方试图松绑楼
市提振经济。海南省却推出房地产
新政，进一步收紧调控，出人意料。

根据海南省 3 月 7 日晚公布
《关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城市主体责任制的通知》，明确
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实行
现房销售制度。同时，本地居民限
购多套住房，实施安居型商品住房
发展计划。

“总体上以偏紧为导向，进一
步体现海南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
心。”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说，海南对房地产市场进
行改革，尤其是成为中国首个现房
销售省份，可谓意义重大。

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采取“预售制”
（卖楼花）。而作为房地产市场化
制度的试验田，海南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创了内地“炒楼花”先河，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
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炒土地炒“楼
花”盛行，成为后来海南房地产泡
沫的诱因。

海南房地产市场研究员罗浩
指出，目前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
的核心策略都是分期、分栋、分
块开发，通过工程节点实现部分产
品提前销售，加快资金回笼，“现
房销售将会延长回笼周期，资金周
转风险增加，从而降低其拿地投资

意愿。”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幕

之年。业内指出，海南加紧房地产
调控与此直接相关。“这顺应了产
业变革的趋势，自贸港体系中房地
产要有新定位。”海口市房地产业
协会秘书长王路说，自贸港下房地
产业不是简单住宅，而是代表着全
新产业链，整个体系与其他地区有
所区别。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指出，此
轮新政为自贸港下的海南房地产
释放明确信号：延续“房住不炒”
的基调并将产业发展置于自贸港
背景下考量，即未来土地要优先保
障产业园区、主题乐园等用地需
求，要保障吸引人才和本地居民的
安居需求，坚决不做房地产加工
厂。

国内其他城市出现“救楼市”
呼声，海南继续从紧，可谓一枝独
秀。严跃进分析，海南此举意在约
束炒作等行为，防范自贸港建设下
的市场风险，其他城市则面临疫情
影响下市场疲软的行情，“方向虽
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为了保持市场
稳定。”

海南 2018 年 4 月宣布建设自
贸区后，房地产市场出现短暂炒作
热潮。后该省实施“全域限购”政
策为市场降温。2019 年海南全省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22.1%，

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下
降 42.1%、38.8%，销售均价保持
在每平米 1.5 万元人民币左右，价
格基本平稳。

最新发布的海南房地产政策
另一关注点是本省居民家庭停购
第三套住房。

王路指出，这是对外来人口限
购以后，再对省内户籍人口投资性
需求的限制，背后反映的是海南对
国家“房住不炒”宏观政策的再次
落实。本地居民置换房产将愈加谨
慎。

对住房政策“打补丁”后，海
南明确提出，将发展公共租赁住
房、安居型商品住房、市场化商品
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四类住房，
满足居住需求，推动实现全省人民
住有所居。

“安居型商品住房可以看做
海南借鉴新加坡‘组屋’制度，向
居者有其屋的方向努力。”刘锋说，
安居型商品住房是与自贸港配套
住房政策，将对吸引人才和保障本
地居民需求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次海南提出建立城市主体
责任制，要求市县避免将住房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霍巨燃表示，该省通过建立联合
惩戒机制、资金监管机制、风险预
警机制等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文 / 王子谦 

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年成效显著 市场主体大幅增长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图为航拍海口市区。 骆云飞 摄

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年成效显著，市场主体大幅增长。图为航拍
海南洋浦小铲滩码头。 骆云飞 摄

大量人才，2018 年 4 月以来海南
已引进外地人才 8.33 万人，其中
国际人才 7700 多人，还对省内人
才进行培养培训。

营商环境优化计划。海南对标
世界银行标准，建设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优化营商环境。目前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 3 个工作日，2019 年
进出口通关时间较 2017 年分别压

缩 69% 和 97%。2019 年 全 年， 海
南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同比增长约
70%。

开放惠及民生行动计划。通过
自贸区建设，海南在教育、医疗等
本地居民关心的民生领域取得明显
进步，在教育开放领域，海南已引
进哈罗公学等 9 所国外院校。

在医疗开放领域，共开展了

49 项合作医疗项目。目前海南有
19 项大病可以不用出岛进行诊断
治疗。

今年预计将是推动海南自贸港
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海南将以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加
快打造开放水平更高、营商环境更
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文 / 王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