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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又一批开工和签约项目集中起跑

海南规划引进世界知名体育旅游企业及赛事产品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九周年销售额超 550 亿元

【欧洲时报讯】2018 年 4 月，
中国宣布在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

（港）。两年来，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
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市场主
体增长迅猛。中国这个最南端、
最年轻省份加速开放的形象凸现。

两年来，海南发布六批共 71
项制度创新案例，涉及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金融、
产品交易、人才、机构改革创新、
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多项为中
国“全国首创”。

最近 15 个月来，50 万个市场
主体经海南 e 登记“秒批”。商事
登记“全省通办”为海南率先全
国的创新之举。

目前，海南对全省 85% 的政
务服务事项实行“不见面审批”。
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出台海南产业准入禁止限制
目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
准版全面落地运用，进出口通关
时间压缩一半以上。

以人、物、资金“自由流动”
为目标，海南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洋浦首次实施“保
税油品两仓库容整合”，加快物
料流通，今年前两个月吞吐量出
口同比增长 75%；海南自由贸易
（FT）账户体系 2019 年 1 月 1 日
上线运行，截至当年底，开立主
账户 1.2 万多户，发生资金流动超
过 138 亿元（人民币，下同）。

医疗领域的创新令人瞩目。
中国赋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多项特殊优惠政策。在国
际新药品、新装备、新技术方面
创造了 48 个“全国第一”，成为

国际先进医疗器械和创新药物进
入中国市场最重要门户。今年 1 月，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医疗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揭牌。
这是中国首例由卫生部门和药监
部门共同设立的医疗药品监管机
构，创新实施了“卫生 + 药品”
一体化监管模式。

海南这两年大手笔招商，招
商局集团、淡马锡集团、普华永道、
阿里巴巴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
业抢抓机遇加速布局。目前已有
23 家中央企业在海南设立 30 家区
域总部或业务子公司。2019 年内
新注册央企完成结算营业收入 800
亿元，在海南投资超百亿元。

外商投资成为海南经济发展
重要力量。两年来，28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进入海南。2019 年，海南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38 家，增长
一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两年翻
一番。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外
商直接投资海南实现突破。拓展
国际市场见成效，服务贸易伙伴
扩展至 123 个。

2019 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
22 万户，同比增长 71%。今年一
季度，海南新增市场主体超过 3.6
万户。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受到
投资者重点关注。其中，互联网产
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企业新增数
同比分别增长 82.72% 和 11.11%。

海南注重招商，更注重“安
商”。两年来，海南对照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为企业前
来投资提供便利。

此轮海南开放，亮点还在于
招商的同时大规模引才。“招商
是重要引擎，引才是关键保障，
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南海研究
院海南自贸区（港）研究中心主

【欧洲时报讯】4 月 13 日，
海南在全省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仪
式，集中开工 100 个项目，集
中签约 100 个项目。

海南建设自贸区（港）两
年来，海南先后举行八批次项
目集中开工和签约，累计开工
项目893个，总投资4841亿元（人
民币，下同）；签约项目 493 个，
总投资 4292 亿元。

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介绍，本次集中开工
项目总投资 489 亿元，项目涵
盖了产业发展、“五网”基础
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服务
等领域，既有为建设自由贸易
港而签约落地的中国大唐国际
贸易中心等重大项目，也有结
合海南实际推进三大主导产业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五网”基
础设施提质升级而谋划开工的
文昌航天超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迈湾水利枢纽等项目。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业主单
位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晓刚说，迈湾水利枢纽
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是海南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
措，海南控股将高标准抓好工
程建设工作。

4 月 13 日集中签约项目 100
个，可形成投资 548 亿元。

海南南部重镇三亚此次集
中签约 36 个项目。上海复星旅
游管理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240
亿元，在三亚拟开发建设世界
级主题乐园、主题酒店、国际
消费中心、康养中心、财富管
理中心等旅游业态。

多家签约企业将其总部基
地落户三亚：携程集团将在三
亚设立区域总部，云南红土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将在三亚设立
模拟机训练中心、航空培训基
地、机务维修基地、飞机金融
租赁公司，春秋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将在三亚设立春秋航空区
域总部。

当日，第一艘以“中国洋
浦”为船籍港注册的船舶正式
签约，海南首单船舶注册登记、
船舶融资租赁业务在洋浦落地，
自贸港政策下的洋浦港航产业
将进入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海南省长沈晓明表示，要
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
全面落实重大项目优先审批、
用地优先保障、资金优先统筹、
问题优先解决等机制，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沈晓明同时表示，
着眼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吸
引更多好项目。 
 文 / 琼芬

【欧洲时报讯】海南省政府 4
月 6 日公布《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区发展规划（2020-2025）》（下
称《规划》），提出海南将打造世
界一流、全国领先的体育旅游营商
环境，引进世界知名体育旅游企业
和赛事产品，提升海南特色体育旅
游产品体系、产业体系、服务体系
和市场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使体育
旅游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的重要内容。

《规划》提出，海南将以环岛
高铁和环岛旅游公路为骨架，以海
口、三亚为核心，发展潜水、冲

浪、铁人三项等滨海型或近海型体
育旅游产品，沿线布局体育旅游产
业集聚区、体育旅游小镇，以国际
型环岛体育赛事活动增强吸引力，
构建环海南岛体育旅游圈。

同时，以国际标准提升海南省
体育旅游服务水平和体育旅游消
费水平，鼓励开发国际化体育旅游
产品，打造体育旅游新项目，拓展
体育旅游消费新空间。

《规划》提到，通过国际化、
特色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
引入国际国内资本，逐步把海南打
造成为国家级、国际级的体育训练

基地和赛事中心。逐步在全岛形成
“打体育、看体育、玩体育、评体
育、研体育、产体育”的体育氛围，
使体育明星、国际国内体育组织汇
聚海南。

此外，海南还将支持引进国际
重大水上运动赛事，以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为引领，探索与国际体
育组织、协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推动品牌赛事国际化，健全品牌赛
事体系。推动国际性或区域性赛
事组织总部入驻海南省，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体育旅游交流中心。
 文 / 洪坚鹏

【欧洲时报讯】海南离岛免税
政策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落地已实
施九周年。海口海关4月19日介绍，
自该政策实施至今年第一季度，
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品 7200.1
万件，销售金额550.7亿元（人民币，
下同），购物人数 1609.7 万人次。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已进行 5 次
调整，年度免税额度增至 3 万元，
自然年度内不限购物次数，岛内外
居民旅客可享受相同的免税购物
政策。目前海南实现离岛免税政策
对“空、海、铁”三种方式离岛旅

客全覆盖，免税店已增至“三地四
家”，布局更加均衡。

海口海关介绍，已形成免税品
从报关、出入库、销售、提货离岛
等全环节的信息化管理。通过现场
查验、实验室抽样检验、风险监测
和预警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离岛免
税商品来源渠道正规可靠、质量安
全可靠。

海关介绍，目前海南离岛免税
业务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恢复，主要业务指标截至 3 月 31
日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八成左右。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是海南旅
游的“金字招牌”。海南省多部门
今年 3 月曾透露，正在争取国家支
持在自贸港框架下进一步开放政
策，包括引进世界知名免税销售集
团在海南开设免税店，布局大型
精品旗舰店，引入高端消费品牌，
简化免税购物手续，扩大免税品网
络销售规模等举措。

中国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近
日亦透露，中旅将配合海南省政府
增设三亚市内及三亚凤凰机场两
家离岛免税店。 文 / 王子谦 杨刚

制度创新成果明显 市场主体增长迅猛

海南自贸区建设两年

图为 2019 第十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比赛现场。（资料图片） 骆云飞 摄

图为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 骆云飞 摄

图为游客在海南免税店内选购免税商品。 骆云飞 摄

任于涛说。
2018 年，海南出台《百万人

才 进 海 南 行 动 计 划（2018-2025
年）》，保障人才落户、安居、购房、
购车、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
疗保障等一系列权益。截至 2019
年底，海南重点用人单位共引进
人才 8.6 万余人、同口径增长 4.15
倍，7716 名外籍人才到海南工作。
4 月初，海南启动新一轮“引智”
行动，提供 3 万个岗位面向全球
招募人才。

“我喜欢海南，珍惜这段工
作经历，希望海南继续改善相关
配套措施，促进外籍人才生活便
利度。”曾受雇于英国温莎野生
动物园和荷兰哈尔德韦克海豚馆、
有着 31 年海洋哺乳动物工作经验
的英国人史蒂夫·赫恩来到海南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担任动物运营
总监。从外语教师到航空驾驶员，
从企业高管到旅游从业者，引进
人才深度融入海南发展。

海南对外交流窗口愈开愈大。
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去年
10 月开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外国在海南设立的首个领事机构。

海南省长沈晓明称，总领事馆的
设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中国共建共享发展提供了鲜活
样本。

打造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对外开放门户。2019 年，海南执
飞境外航线超百条，入境游客 142
万人次，同比增逾 12%。境外航
线网络覆盖东盟和欧洲及港澳台
地区的 59 个境外城市，构建起“4
小时 8 小时飞行经济圈”。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
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
专家孙元欣表示，海南自贸区是
自贸港建设的“第一步”。两年来，
海南走得扎实，推进快速，激发
了市场活力。海南开放度和积极
进取的整体形象得到大幅度提升。
今年海南将推进建设自由贸易港。
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将进一步深
化对外开放，海南自贸港有望在
制度方面进一步突破，迈开“第
二步”，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

海南正加速推进重点园区建
设，推动海南自贸港政策“早期
安排”尽快取得“早期收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
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
的决定》（下称《决定》）4 月初
发布，列出十个海南自贸港重点
园区。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
《决定》解读中称，重点园区承
载着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早期
安排”政策的任务，是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样板区和试验
区。

于涛受访时说，十个重点园
区均围绕海南三大主导产业（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细分产业，各有侧重，各园
区“十指握拳”，就形成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量点”和“亮点”，
“重点园区承接自贸港政策‘早
前安排’，实际是先把‘点’做好，
为自贸港建设破局，未来以‘点’
带‘面’，实现海南全岛建自贸港。”
 文 / 琼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