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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度快 措施实 反响好”政策密集落地超预期

营商环境改善 外资争抢先机

 政策红利接连释放 民众“更有获得感”

重点园区活力勃发 渐显“早期收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于今年 6 月 1 日对外公布。百日来，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政策密集落地，开放领域多、程度高，“早期安排”
政策效应凸显，“早期收获”逐渐显现，外资企业争相抢滩进驻，成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有力诠释。  

【欧洲时报讯】“进度快、措
施实、反响好、超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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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海南自贸港有三方面超出预期：
离岛购物免税等核心政策出台速度
快；新增市场主体增长快，反响热
烈；政府行动快，已出台“智慧海
南、人才建设、重点园区、反走私”
等一批政策文件。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的第 3 天，中国海关总
署即公布在洋浦保税港区先行先试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
出口管理制度，为全岛封关运作探

路。中国民航局、交通部相继出台
方案，在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和
“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政策。

在财税领域，海南自贸港推出
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和企业所得税两个“15%”的优惠
政策；对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史
上最大力度调整，海南各免税店销
售额同比增长 2.5 倍。

因为诸多利好政策加持，在两
批自贸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海南共签约 194 个项目，签约方包
括法国电力集团、德国途易、日本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华为

技术等一大批境内外知名企业。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

办）宣传处副处长杨拯表示，总体
来看，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
重点，以各类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有
序安全便捷流动和现代产业体系为
支撑，以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高
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体
系为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
度体系框架初现。　　 

在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南海研究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于涛
认为，海南自贸港是连接国内国际

两个循环的一个重要纽带和节点。
记者了解到，海南正在加紧推

动出台“一负三正”四张“零关税”
商品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
市场准入特别清单（2020 年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调整方
案》等一批文件。同时，加快推动
洋浦先行先试，争取尽快全面落实
特殊税收优惠政策。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
办（自贸港工委办）常务副主任王
磊表示，海南将单项制度创新改为
制度集成创新，以跨部门、跨领域、
跨行业的“齐头并进”，实现体制
机制“脱胎换骨”。

9 月初，一场跨洲际推介会在
线上进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向
比利时多个经贸机构推介自贸港
投资机遇。百日来，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每隔几天就会组织一场线
上推介会，共向英国、日本、澳大
利亚、美国等数十个国家的商会和
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和线上招商。

当前，全球经贸活动低迷，
海南自贸港逆市吸引外资。据海
南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今年前 7
个月该省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
超五成，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近两成。其中，仅 7 月份海南全省
就新设外资企业 86 家，同比增长
230.77%。

百日来，海南全球投资服务热
线 4008-413-413 格外繁忙。该热
线自开通以来已累计接受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个咨
询电话。打电话来的境外投资者主
要聚焦进出口贸易、互联网、医疗

健康、金融、先进制造业等领域。
经过追踪对接，有 100 多个项目已
成功落地。

海南自贸港还将大幅放宽市
场准入，针对外商投资大幅减少禁
止和限制条款。

来自加拿大的投资者海南智
能矩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
说，海南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 + 自贸港专用的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推动跨境资金流动自由
便利，让外资有可预期的投资环
境。陈冠于 7 月将公司的经营范围
从互联网技术扩大到搭建金融投
资信息平台业务，“要抢先在自贸
港布局，相信会有更多金融业投资
领域向外资开放。”　　

海南加大制度创新，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于 8 月 13 日正式上线，为企
业提供登记、变更、注销等 179 项
在线服务，实现企业开办最多跑一

次，最快两天即可办结。海南省商
务厅副厅长荣延松说，目前已有
977 家企业通过该平台办理 1996
项投资有关业务。

总部位于德国的 SAP（思爱普）
正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洽谈推进数
字化项目。思爱普（中国）有限公
司高级总监周妍说，洋浦作为最先
实施自贸港政策的重点园区，会吸
引大批中外企业进驻，形成产业链
集群效应，“这对于 SAP 来说会
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
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说，海南利用
外资实现大幅增长，体现境外投资
者对自贸港建设的良好预期，也表
明海南改善营商环境的进展得到
广泛认可。海南下一步应充分利用
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有利条件，由单
一的项目招商逐步转向产业链、供
应链式的招商，同时提供更好的产
业和服务配套体系。

72 岁的胡先生近日在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的
博鳌超级医院成功接受进口特许
的波士顿Ⅱ型人工角膜移植，失
明了 58 年的他终于重见光明。这
得益于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接连
释放的政策红利，医疗、教育、税
收等方面利好频现，民众喜称“更
有获得感”。

乐城先行区享受中国国务院
赋予的进口、使用尚未在中国注
册审批的国外新药、药械与设备
等九条优惠政策，让民众逐步实
现“用国外新药不用出国”。

一个多月前，乐城先行区管
理局牵头推出“海南自贸港博鳌
乐城全球特药险”，海南居民只
要花 29 元人民币就可享受 100 万
元人民币保额。这是海南创新推
出首款境内外抗癌和罕见病的特
种药品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产品，
保障范围可覆盖 35 种常见癌症。
截至目前，参保人数已有 60 万人。

自贸港建设也推动海南教育
发展“加速跑”。9 月 7 日，位于
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口哈罗学校开
学，成为哈罗公学在中国首所国际
学校和双语学校一起开学的学校，
首批 300 多名学生在此接受国际化
教育。此外，德威公学、威雅公学、
剑桥幼儿园等一批国际知名学校
相继在海南落户。

今年 8 月，中国境内第一所
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落户洋浦。
海南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签约
引进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他们的外
方合作院校考文垂大学、密歇根
州立大学、阿尔伯塔大学、里斯
本大学等共计 13 所国内外名校。

备受关注的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新政策 7 月 1 日起实施，放宽离
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 10 万
元，并扩大免税商品种类，让民
众“买买买”更尽兴。数据显示，
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8 亿元人民
币，购物人次 83.2 万人次，购物
件 数 612.2 万 件，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21.9%、54.8% 和 147.3%。

自贸港建设让海南求贤若渴。
海南近日出台相关办法，对在海
南自贸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
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
过 15% 的部分，予以免征。今年 3
月，海南面向全球开展 2020 年首
批 3 万岗位人才招聘活动，至 8 月
13 日，1800 余家用人单位发布 4.73
万个岗位，接收简历近 32 万份。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为了广大民众得到实惠。
即使海南土地再紧张再贵重，也
要为民众配套好医院、学校等公
共服务设施，此外，用好用活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实现免税商品
与国际原产地在品牌、品种、价
格上“三同步”，让民众在家门
口就能买到国际上最好的商品，
不断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11 个重点园区承载海南自贸
港建设实施“早期安排”政策的重
要任务，是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样板区和试验区。百日来，重点园
区建设开启“加速度”，展现新活
力，“早期收获”逐步显现。

海南推进自贸港建设布局“陆
海空”5 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条
件平台，其中，中国国家深海基地
南方中心、中国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等平台布局在南部的三亚。记
者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看到，由多
所知名高校联合牵头建设的深海
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中科院海南种
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等项目正在
抓紧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起步区也计划 10 月开
建。

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江东新
区，一批路网、学校、水厂、医院
等基础设施，以及海南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大厦等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海口市副市长鞠磊说，新区 CBD

总部经济区已有 15 家世界 500 强
企业落地，还有多家企业在洽谈当
中。

机场是海南自贸港实施更加
开放的航空运输政策的基石。位于
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
年底投用。鞠磊说，海口已启动机
场三期规划，计划 2022 年建成后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9000 万人
次。围绕巨大的人流、物流等资源，
海口正在机场周边推进建设 51 平
方公里的临空经济区。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注册登
记首艘 10 万吨级巨轮、单月集装
箱吞吐量首破 10 万标箱、今年新
增水运行业市场主体十余家……
位于海南岛西部、承担海南自贸港
全岛封关运作前系列政策“先行先
试”重任的洋浦经济开发区，近来
好消息不断。

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
海洋局副局长邵晋宁说，为适应快

速发展形势，洋浦策划了一批港口
基础设施项目，已开工的小铲滩扩
建工程将于明年完工，还有 3 个 5
万吨至 20 万吨级泊位正在筹建，
预计 2024 年建成，届时洋浦港集
装箱年通过能力将达 480 万标箱。

在海南岛东部的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目前有
10 家高端医疗机构开业。记者近
日到访时，园区内一家干细胞抗衰
老医院当日接待已满员。该医院行
政院长吕文红说，园区原来拥有特
许医疗、特许研究、特许经营、特
许国际交流等“特许”政策，如今
又有自贸港诸多优惠政策，加之众
多高端医疗机构聚集，吸引越来越
多人前来就医，前景可期。

在自贸港诸多利好政策吸引
下，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
注册企业已由 2019 年的 784 家增
至目前 1400 余家，1 至 7 月实现
营收 170.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达 261%。

政策密集落地  外资争抢先机

海南自贸港建设迎百日

图②：9 月 13 日，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 151 个

项目。 骆云飞 摄

图①：海口江东新区正在高强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骆云飞 摄

8 月 30 日，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南海事局国际船舶登记中心筹备组领取到“远东海”轮
国际船舶证书。“远东海”轮载重吨 15 万吨，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以“中国洋浦港”
为船籍港注册登记的第三艘船舶，也是吨位最大的一艘船舶。
� 海南海事局 供图

图③：8 月 26 日，顾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内排起长队。 尹海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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