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项目
增长最快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沈彤中"据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
年一季度! 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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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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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性质看! 国有及国有控股项目同比增幅快
过地方项目 ! 前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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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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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发展运行的
另一个特点是! 大项目投资完成额增长
较快# 同据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一
季度 !我省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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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项目
共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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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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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房地产开发
资金贷款仅一成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沈彤中" 记者今天从省统计局获
悉!今年一季度!在我省用于房地产开发
建设的全部资金中!贷款部分仅占十分之
一!其余九成来自开发商自有资金$外商
投资以及购房者定金和预付款#

今年一季度! 我省房地产开发建设财
务到位资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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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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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财务到位资金中 !国内贷款
&#*"

亿元 !约占
+,(

!且只比去年同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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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发商包括自有资金在
内的自筹资金部分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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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占
总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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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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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部分虽然总量不是很
大 !但同比增幅大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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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括
购买者定金及预付款在内的其它资金
部分更是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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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 占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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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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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理论研讨会举行

专家研讨海南未来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范

南虹"%在海南岛建立生态型自由贸易
区& 的提出! 在海南激起了很大的反
响# 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与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了海南经济特区
改革发展理论研讨会! 邀请我省各界
人士探讨 %自由贸易区走向与海南未
来&#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何传启应邀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

言# 他以'亚洲自由岛(海南岛自由贸
易区的战略设想)为题!精彩分析了设
立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时代背景$战略定
位和政策设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省社科联主席迟福林研究员在会
上作了 '自由贸易区走向与海南未来)

的主题发言# 他在发言中提出!创办自
由贸易区是重振特区精神!谋划海南未
来发展的重大课题# 迟福林认为!今天

的自由贸易区是海南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提出来的大开放目标!它可以让海
南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各种机遇
加快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时祥在
会上做了 '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主
题发言#

我省各界理论专家
*,

多人参加了
研讨会#与会人员还提交了

',

篇论文!

为海南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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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学者何传启海口纵论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是海南发展第二春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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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讯 !记者范南

虹 通讯员郑红"%中国的国际现代化呼
唤和平鸽战略!和平鸽战略呼唤海南自
由贸易区! 它既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需
要!也符合亚洲文明建设的需要!更符合
海南人民自身的利益# &今天上午!在海
南大学报告厅! 省科协主办的 '永远的
+!**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
究中心主任何传启侃侃而谈未来

",

年
海南如何走向现代化#

今年初!'中国现代化报告
-,,*.

国
际现代化研究)提出%建立海南生态型自
由贸易区&!在海南激起千层浪# 今天上
午! 这一研究课题的牵头人何传启研究
员!在海口较为详细地解读了海南自由
贸易区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海南自由
贸易区与海南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海南现代化要放眼世界来设计

何传启在报告开头就指出! 海南现
代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
分# 他说,%海南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
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
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现代化是海南现
代化的外部环境# &

何传启在报告中! 用一个图表形象
地说明了海南目前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他说!海南目前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省
份!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发展中承担的
责任并不明确!即使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设在博鳌! 但也只是亚洲各国每年来开
几天会#如果根据%和平鸽&战略的要求!

将亚洲国家联合会秘书处设在海南!那
么!海南就将成为亚洲国家联合会的会

所!海南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功能和
定位都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海南在亚
洲国际合作和中国现代建设中将承担起
重大的历史责任#

和平鸽战略的实施 ! 需要在海南
设 立 生 态 型 自 由 贸 易 区 * 简 称
/012

+! 首先面向亚洲建设一个开放
的 %亚洲自由岛 &!以后逐步升级为面
向世界开放的 %东方自由岛 &!从而使
海南在世界现代进程中承担起更大的
国际责任#

%海南现代化一定要着眼于亚洲$甚
至放眼全世界来设计# & 何传启在报告
中一再呼吁海南人民要解放思想!正确
认识海南自由贸易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作用和地位#

何传启认为! 海南自由贸易区将会
超越以往任何一个经典意义的自由贸易
区# 因此!要把自由贸易区放在世界$亚
洲$ 中国和海南四个层次上来认识# 海
南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突破!是中国南方
经济的第二个火车头#

海南现代化已具备有利条件

%通过建省办经济特区
-,

年的发展
与积累! 海南现代化优势已具备许多有
利条件# &何传启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
实现海南现代化已具备的一些有利条
件#

首先是地理和区位优势明显# 海南
岛是中国的第二大海岛! 海岛环境具有
建立对外开放式自由贸易区的便利条
件" 它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桥

头堡! 地理位置大致处于东亚和东南亚
的地理中心!具有成为亚洲经济中心的
潜力!独特的热带海岛气候!具有成为亚
洲海岛旅游胜地的可能性#

其次 !海南现代化具有政策优势 #

如洋浦保税港区 $落地签证 $生态省
建设等 !它们为海南现代化和海南自
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 #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区!是海南发展
的第二个春天! 是海南经济腾飞的历史
性机遇!可以加快海南现代化步伐# 届
时!新海南岛将拥有新面貌$新模式$新
地位和新使命# &何传启充满激情地说!

在未来的发展中!海南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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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个地名! 还是一种政策机
制!更为伟大的是!它将成为亚洲自由岛
的国际标识#

-%!&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报告中! 何传启设想了海南现代
化%三步走&的战略#

%从国家角度研究! 海南现代化战
略!可以按三个阶段来筹划!也就是海南
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设想# &

关于%三步走&的战略!何传启提出
了具体的时间阶段和经济指标# 即,第一
步!

+!**.-,,*

年!完成经济特区建设!人
均

345

从
)),

美元提高到约
-,,,

美
元! 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二步!

-,,*.-,-*

年! 完成自由贸易区建设!人
均

345

从
-,,,

美元提高到约
+

万美元!

初步实现现代化"第三步!

-,-*.-,"*

年!

建设东方自由岛!人均
345

从
+

万美元
提高到约

'

万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

何传启认为!建省办经济特区的
-,

年!海南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经济建
设也初见成效#可以说!%三步走&战略的
第一步已基本完成#现在!刻不容缓的是
要加强第二步的战略研究! 这也是决定
海南命运的一步#

%要走好这第二步!需要战略支撑$

战略思维和战略措施# 它们包括政策支
撑$ 产业支撑和科技教育支撑" 思想观
念$国民素质$政府能力$经济水平$科技
能力等等#&何传启鼓励海南积极向国家
要政策! 争取早日批准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区! 将海南从经济特区演变到自由贸
易区!为海南未来的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永远的
+!**

)论坛主题是%海南特
区再出发/科技界的使命&# 省政协副主
席$ 省科技厅厅长王路等我省部分科技
界人士代表也在论坛上作了主题报告#

纪念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 -%周年
特别报道

海口钟楼清洗一新
老化大钟改为电子音乐钟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陈文强"细心
的海口市民会发现!近来海口钟楼变靓了!不仅钟面变清洁$

大钟恢复正常运转! 钟楼周边还建成了一个幽雅的休闲小广
场# 目前!海口正对海口钟楼开展亮丽工程建设#

今年
)

月! 原属海口市妇联儿童公园管理的海口钟楼正
式移交到海口市文物局管理# 为了迎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庆典!展示海口标志性建筑的风采!海口市文物局决
定对钟楼开展亮丽工程建设!并于今年

)

月开始进行!主要对
钟楼大钟进行维修!对钟楼外墙进行清洗!同时对钟楼周边进
行了整治和改造#

据了解!海口钟楼始建于
+!-!

年!现在的海口钟楼是
+!*&

年改建的!于当年
+-

月
+'

日落成使用#改建后的钟楼占地面积
-'

平方米!楼高
-*

米!为
%

层钢混凝结构建筑# 大钟设置在顶
层!用上海

'''

牌电子钟!四边钟面由直径二米塑料块构成!时
针长

,6')

米!分针长
+

米!

),

分钟报时一次# 报时声音改为电子
音乐!经扩音器从

"

个大喇叭播出!音乐清晰$宏亮$悠扬#

在此次亮丽工程开展之前!由于年代久远!海口钟楼上的
大钟出现了严重老化! 东边的大钟因套在时针和分针上的螺
旋老化和腐蚀而停止了转动# 经过建设!目前!钟楼亮丽工程
第一阶段已经完工#

海口市文物局局长张昆荣表示!钟楼作为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海口的标志性与象征性建筑物之一# 下一步! 海口将进
一步加强钟楼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争取资金支持!对钟楼内
部进行改造和美化!对外墙进行粉刷!同时加强钟楼本身的亮
化景观工程建设!并在时机成熟时对公众开放!使钟楼成为名
副其实的海口标志性景观#

海南
-%

周年成就展网上展馆

5天点击量超80万次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董纯

进"记者今天获悉!由南海网制作的海南首
家网络展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成就
展网上展馆

7888#9:;<:<-,6<=>?

自
"

月
+)

日正式开放以来!目前已有
+'

万多名网友
浏览!点击量超过

*,

万次!其中将近
+'

万
次的点击来自岛外#

据了解 !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成就
展网上展馆由省政府主办!南海网承办!

中国联通海南分公司独家支持 ! 是献给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的特殊礼
物# %网上展馆&的推出!弥补了传统展馆
的不足!填补了海南此项目的空白#

%网上展馆&共展出千余张图片$近十
万字的文字介绍及相关视频资料#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成
就展结束后!网上展馆将作为资料永久保
留!网友们可随时打开网页!查询信息#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展现海南建省显著实绩

《海南建省》一书出版发行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魏如松"

近日!'海南建省)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以纪实手法! 全景式再现了海南
建省和创办经济特区波澜壮阔的历程!字
里行间中流露出一股开拓精神和创新激
情!是一部内容丰富!集研究性$资料性与
可读性于一体的研究性著作#

在海南建省前后出现的 %海南热&%汽

车事件&%洋浦风波&%楼市狂潮&等!也为建
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摸索了许多具
有全局指导意义的经验# 正如该书引言中
所谈到的! 海南建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 众多的历史人物曾留下了可歌可
泣的故事和可圈可点的业绩# 不管是成功
的还是失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都是海南弥足珍贵的财富#

该书既有对历史的回顾! 又有对经济
特区建设实践的总结! 更有作者对海南未
来发展的深层思索# 这对于当代中国史的
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都具有
极为重大的意义#

据悉!从明天起!该书将在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

-%

家书店陆续上架!

与广大读者见面#

日前!海口钟楼的大钟恢复正常运转"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