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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口自用生产设备
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开辟国际先进药械进入中国的新通道

自贸港集中开工 121 个项目

【欧洲时报讯】海南省统计
局副局长王瑜 7 月 21 日表示，随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诸多利好政策
落地，上半年海南经济运行总体
呈回升态势。外资更加青睐海南，
上半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
长 98.7%。另据海南省商务厅介绍，
上半年共有 30 个国家（地区）在
海南新设外资企业，商务服务业
等 11 个行业有实际使用外资。

当日，2020 年上半年海南经
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相关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计算同比下降 2.6％，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 1.9 个百分点。

从投资看，上半年海南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4.6 个百分点。王瑜在会上表示，
海南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非房
地产投资累计增速连续 4 个月超
过两位数，占总投资的 61.7％。

上半年，海南加快培育以现
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

能。1 月份至 5 月份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其他营利性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 15.2％，其中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127.9％。

离岛免税品销售快速增长，
正带动海南消费市场回暖。上半
年海南全省离岛免税品零售额
85.72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
比增长 30.7%；其中 6 月份零售额
22.99 亿元，同比增长 235%。上半
年海南旅游业逐步回暖。全省接
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
下降 49.0%、53.6%，降幅比一季
度分别收窄 12.9 和 10.3 个百分点。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贸
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分析称，自
7 月 1 日起，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进
行新一轮重大调整，预计下半年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将有爆发式
增长，对于海南旅游和消费市场
升温以及海外旅游消费回流将有
标杆性意义。� 文 / 王子谦

【欧洲时报讯】《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对
海南岛内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
备实行零关税负面清单管理。企
业进口清单外的生产设备，免征
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税。

生产设备是指 : 生产性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
生产运营所需的机器、设备、模

具、专用工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
各类服务经营（包括医疗康养、
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物流、游乐、
服务外包等）中所使用的机器、
设备、器械。

零关税进口设备在岛内企业
之间可以自由转让，但须向海关
备案。转售至中国内地省份的，
按进口规定办理，照章征收关税
和进口环节税。

【欧洲时报讯】临床真实世界
数据应用试点是海南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
国家药品监管科学计划的重要组
成内容。

“临床真实世界数据，通俗
讲，就是指来自现实医疗环境的、
传统临床试验以外的数据，反映的
是实际诊疗中患者健康状况和医
疗服务过程，数据评价结论可以更
好地反映药械的实际使用效果。”
海南省药监局局长贾宁解释说。

贾宁介绍，2018 年，中国国
务院赋予海南省全中国唯一的临
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不含
疫苗）的审批权，允许在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
城先行区）使用中国国内尚未注
册、海外已经上市的创新药械产
品。

截至 2020 年 6 月 9 日，乐城
先行区进口特许药械品种首例突破
100 例、可用肿瘤创新药及罕见病
药达 100 种，在满足中国患者就医
用药的同时，也产生了弥足珍贵的
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在中国国家药
监局的指导下，海南省药监局开拓
创新、着力探索将这些数据转化为
真实世界证据，用于产品在中国的
注册审批的方法和途径，为全国药
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探
索方法，为提速全球创新药械产品
在中国的可及性提供新途径、新方

案。积极主动为自贸港做贡献，助
力博鳌乐城先行区发展。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对乐城先
行区开展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
试点高度重视，将其列为药品监
管科学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海南省政府将开展“临床真
实世界数据应用”列为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的制度创新 19 项重点
工作之一。

贾宁表示，在试点工作中，海
南省药监局邀请一批中国真实世
界数据研究及相关领域诊疗技术
领先的技术团队，从研究方案设计
到研究结果评估全程参与，提供规
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指导，确保
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试点工作需要药械厂商配合，
海南省药监局广泛发动国际药械
厂商参与，扩大允许使用临床急需
进口医疗器械的医疗机构数量，为
试点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试点工作正在释放临床真
实世界数据应用的制度创新红
利。”贾宁充满信心地说。今年 3
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美国一家公
司青光眼引流管产品的注册，这是
中国首个使用境内真实世界数据
获批上市的医疗器械。该产品的获
批，为今后真实世界证据在医疗器
械注册审批中的应用起到了先行
先试的作用。第二批医疗器械产品
试点开始不久，就有 30 家企业的

47 个产品申报，是第一批试点产
品申报数量的 4.7 倍。

贾宁说，试点也开辟了国际先
进药械产品进入中国的新通道，为
昂贵病患用药械提供了更多更新
的选择。使用临床真实世界数据用
于产品注册上市，有效缩短了全球
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降
低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调动了国
际药械厂商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国
际先进药品、医疗器械进入中国市
场，让更多的中国病患受益于全球
最先进的药械产品。

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研究
试点后，乐城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
医疗器械的使用量快速提升，2019
年 12 月单月的临床急需进口医疗
器械使用量就达上年同期的21倍，
使用人数达上年同期的 24 倍。人
工角膜移植这类手术，患者如果到
海外做同类手术需要费用约 20 万
元人民币，但在海南只需几万元人
民币，极大减轻患者负担。

目前，有 12 家全球领先的医
药企业与乐城监管局签订了合作
协议，一家全球顶尖医药企业在乐
城先行区设立了真实世界研究中
心，有利于将乐城先行区打造成为
海外先进药械产品进入中国的门
户、国际先进药械产品的展示中心
和中国医护人员使用国际先进医
疗设备和技术的培训中心。
� 文 / 杨旭

【欧洲时报讯】海南 7 月 13
日举行自贸港建设项目（第二批）
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 121 个项
目，总投资 281 亿元（人民币，下
同）。海南省长沈晓明表示，这
些项目包含大量服务保障贸易投
资自由便利、助力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以及推动特色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项目，凸显了鲜明的
自贸港特色。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了
产业发展、“五网”基础设施提质
升级、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其
中产业发展项目 44 个，投资 186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66%。沈
晓明说，这些项目抢占了自贸港
建设的先机，体现了企业很强的

市场敏感性和进取精神，为海南
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也将为企
业发展开拓新空间。

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
提升项目是此次集中开工的一个
重要项目。海南港航总经理林健
表示，上半年尽管疫情影响，洋
浦小铲滩码头集装箱吞吐量仍逆
势上扬，同比增长超过 60%，其中
外贸箱量同比增幅高达 652%。他
说，海南港航正从航线、箱量、
资源和港口建设等方面，全力推
进洋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区
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自 2019 年
5 月海南与中远海运合作以来，中
远海运集团在洋浦共投入了 43 艘
合计 86 万载重吨的集装箱船舶，

 自贸港诸多利好政策落地 外商投资增长近一倍

上半年海南经济回暖

图为航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扩建工程。 
                       海口美兰机场 供图

7 月 1 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正式施行新一轮重大调整，在海口、
三亚等地的免税店内，电子产品等新增品类受追捧，腕表、珠宝等奢侈
品亦释放较大幅度优惠。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海南省的离岛旅客（包
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限额提至 10 万元人民币，取消单
件商品 8000 元人民币的免税限额规定，并新增手机、平板电脑、酒类、
天然蜂蜜等七大类免税商品。图为消费者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咨询华
为电子手表。                                                                           骆云飞 摄

图为航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骆云飞 摄

跨境电商获新动力 企业觅新商机
【欧洲时报讯】海南自贸港重

点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跨境电
商作为对外贸易业态获得发展“新
动力”。

据海口海关数据，上半年海关
共监管放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
口申报清单 33 万单，同比增长 8.5
倍，仅 6 月即完成 9.1 万单，同比
增长 30 倍。截至 6 月底，海口综
合保税区内跨境电商企业超过百
家，较 2 去年底增幅近五成。随着
自贸港政策的细化落实，跨境电商
会迎来更多发展机会。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一
线放开”的政策不仅让电商企业拓
宽备货渠道，还可以提升盈利空
间。一家跨境电商企业经理陈翔云
说，海南自贸港建设将提升通关、
仓储和运输便捷性，企业将使用
CC（个人邮件）、BC（海外直邮）
和 BBC（保税备货）三种模式扩
展经营范围。

对于跨境电商企业而言，口岸
物流便利度和通关效率是关键因
素。目前，海口海关已推出商品“先
入区、后检测”，包裹通关“一站
式办理”等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

海南洋浦保税港区还率先试
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货物
进出境管理制度。其发展局副局
长段冀渊说，区内供应链企业将
自由进出、自由流动、自由交易。
制度优势、航运便利叠加土地成本
及劳动力价格优势，将使保税港区
仓储成本远低于其他地区。

海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负
责人林海云说，借助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海南将实现离岛免税、本地
免税、跨境电商三种渠道互相转
换。在海南全岛封关后，跨境电商
或将以两种形态并存：一是 9610

（电子商务）和 1210（保税电商），
二是跨境电商 C2C 直邮，“届时
有可能出现境外的海外保税仓转
移到海南的可能。”

当前，海南正加快不足产业设
施短板。在洋浦保税港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 1.19 万平方米物流
仓储场所已完工，新海外仓项目已
于近日开工。在海口综合保税区，
建筑面积 2.26 万平方米的跨境电
商备货物流分拨中心预计年内交
付使用，具备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
式所需的各项功能。����文 / 王子谦

华商赴海南考察自贸港发展商机
【欧洲时报讯】中国侨商企业

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钟保家 7 月 19
日带领来自日本、阿联酋、越南、
乌干达、柬埔寨等地的华商赴海南
考察，寻海南自贸港发展商机。

当日下午，在海南省侨联、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指导下，海南省
科技企业联合会、海南省酒店与餐
饮行业协会与海外侨商代表举行座
谈。钟保家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
引起华商关注，此次来琼主要是增
进海南与海内外相关商会的联系与
合作，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利好政
策，分享发展新机遇。

海南省侨联主席黎才旺表示，
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公布以来，来琼考察、洽谈项目的

海内外侨商侨企络绎不绝。侨商侨
企具有融通中外的天然优势，是海
南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独特机遇，欢
迎广大侨商侨企向海外积极推介海
南自贸港政策，以侨为桥，以侨引
才、以侨引资、以侨引智、以侨促
贸，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海
南省侨联将充分发挥侨联组织广泛
联系联谊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的职能作用，做好侨商侨企的
联系服务工作。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姬
国辉在会上重点介绍海南自贸港政
策及投资机遇，并欢迎更多侨商落
户海南自贸港，希望大家各尽其能、
各展所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共
享自贸港建设红利。��  文 / 张茜翼

先后开通了 3 条内贸、6 条外贸和
3 组内外贸同船集装箱航线，初步
构建了以洋浦为中心，对内覆盖
中国沿海各大区域，对外连接香
港和东南亚国家的航线网络骨架。
下半年，该司将继续推动洋浦至
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远洋
干线布局，实现跨洋航线突破。

沈晓明表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6 月 1 日公
开发布后，海南迅速掀起自贸港
建设热潮。当月，全省新增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 52.33%，市场主体
突破 100 万户。他要求相关市县
和部门把服务好项目建设当做改
善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帮助业
主和建设单位破解难点问题，确
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据了解，
近两年来，海南已累计集中开工
1018 个项目，总投资 5122 亿元。����         
                                    文 / 尹海明

重点政策简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