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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憬岗

“‘一带一路’为国货带来了难得好
机遇，可以借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从
国内品牌走向国际品牌！”今天上午，国
内化妆品企业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一带一
路”对于本土品牌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
为中国产品开拓市场，将中国品牌，中国
文化，以及中国高性价比的产品，畅销到
国外。

国货品牌迎来强大机遇
“我是做本土化妆品品牌的，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融合，创造更大的未来。”郑春影

说，中国品牌消费市场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化，应该借“一带一路”的机遇，把“一带一
路”的沿线国家作为拓展国际市场的起点。

在郑春影看来，中国本土品牌有着发
展的巨大潜力和足够的实力与“洋品牌”一
较高下，尤其近年来，国内产品的质量持续
大幅度提升，本土品牌与国际品牌的差距
进一步缩小。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品
牌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市场和消费者的认
可，眼下热门的“海淘”在不久的将来将会
变为“海卖”。“互联网营销模式新的发展
空间也是一样的，要国际化。而国际化它
要做的并不是‘海淘’，不是把全球的商品
买到中国来，而是应该把中国的商品卖到
全球去，它应该扮演一个‘海卖’的角色。”

郑春影说。

文化营销是最佳营销方式
郑春影表示，“一带一路”对于国产品

牌的最大意义在于，在建设“一带一路”的
进程中，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
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从而促
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当谈到“一带一路”为国内民营企业带
来的发展机遇时，郑春影认为，国内企业应
该抓住“一带一路”创造的机会，大胆“走出
去”。郑春影告诉记者：“对于国内品牌来
说，这不仅仅是商业往来，更是一次文化输
出。我们在输出我们的技术、产品、人才的
同时，也有义务借此机会让国外了解到中

国的文化，了解到中国的美。只有当中国
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理念得到产品销
售目标国家老百姓的羡慕，才会让他们产
生购买中国产品的欲望，从而实现最佳营
销！”

愿意助力海南品牌发展
“海南也有很多不错的消费品牌。”郑

春影列举了一些海南知名品牌，例如椰树
椰汁、京润珍珠等，“这让我看到了如何利
用海南本身的人文和资源优势，打造自己
的优势品牌。”

“海南有很多很好的化妆品原料资
源。”他表示，过去海南有很知名的化妆品
品牌如艾丽碧丝和三源等，由于种种原因

没落了。但是这显示海南有发展化妆品产
业的潜力。郑春影透露，伽蓝集团正在研
究海南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包括黎药、苗药
等，将这些传统优势资源通过现代化改造
变成为女性增添靓丽的产品。

“‘一带一路’对于海南本土品牌也是
好机遇。”他认为，海南的品牌应该推行两
步走战略，一是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优势
品牌；二是通过“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化。

“海南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缘相近是个
很不错的优势。”他透露，未来伽蓝进军洗
护产品，将有可能将海南作为这类产品面
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桥头堡，“因为海南靠
近这些国家，海运上成本最便宜。”

（本报博鳌3月29日电）

国内化妆品企业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

“一带一路”为国货走出国门带来好机遇

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摄

■ 本报记者 侯赛 张谯星

“Let's have a cup of coffee in
Hainan。”

今天上午，前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5
年年会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的文莱斯里巴
加湾市副市长哈吉·穆罕默德·雅辛和文莱
内政部高级行政官员本基兰·哈吉·奥斯曼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兴奋地告诉记者，
结合这几天在海南的感受，他们为海南量身
打造了一款宣传语“到海南岛来杯咖啡”。

第一次造访海南，雅辛和奥斯曼就被
这里新鲜的空气和怡人的气候环境所吸
引。雅辛表示，“实际上，海南比文莱要凉
爽很多，守着这里美丽的田园风光，喝喝咖
啡，将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奥斯曼也迫不及待地与记者分享他这
几天在博鳌的感受：“这几天我去了博鳌镇
的两个村庄，那里的田园风光，真是让人流

连忘返。还有精美的工艺品，真是非常羡
慕海南的当地居民，可以生活在如同画卷
一样的田园中。”

雅辛表示，一来到海南，他们既感到亲
切，又感到强烈的新鲜感。实际上，海南和
文莱在自然景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
文莱和海南都有槟榔树和椰子树，但是他
们更羡慕海南琼海的老百姓，自家的房屋
后面种有大片槟榔树。他们向记者了解海
南槟榔的本地消费和对外贸易情况，并希
望有机会两地可以开展贸易合作。

在欣赏和夸赞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同
时，雅辛和奥斯曼也不忘自豪地向记者宣
传文莱的旅游资源，并强调想发展好旅游
业一定要做到旅游资源的独一无二。

“斯里巴加湾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水上村庄，所以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东方
威尼斯’。”

奥斯曼表示，旅游产业在文莱周边大

多数国家是支柱产业，但是文莱与周边国
家的旅游产业并不存在恶性竞争，而是相
互补充，共同分享市场。国际游客到斯里
巴加湾旅游都是为了那里的独一无二。

“其实，海南也有自己的独一无二，比
如这几天我们在会展上，看到海南各种各
样的水果，尤其是大西瓜，真是让人大开眼
界，垂涎不已。”奥斯曼表示，海南应该充分
挖掘自身的特有资源优势，塑造独一无二
的品牌，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在谈到“一带一路”战略时，雅辛显得
有点激动。他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东
盟文化交流年，特别是9月30日，还是中
文两国建交23周年纪念日，这几天，“海上
丝绸之路”专题展览正在文莱斯里巴加湾
市展出，并且这个展出将延续4个多月，受
到了当地人的广泛关注。

雅辛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必将有力推
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发展，尤其是海上

丝路沿线国家可以优势互补，大力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一
件有益于世界进步和和平的重要举措。

这次来到海南，得知海南正在打造中
国的旅游特区，雅辛和奥斯曼还萌生出一
个合作理念。文莱斯里巴加湾市与海南存
在很多的互补之处，可以进一步加强交流
和合作，结成“姊妹城市”，实现两地政府间
更频繁的对话和合作。

采访最后，令记者意外的是，雅辛还翻
出自己用手机拍摄的海南日报在博鳌亚洲
论坛期间推出的“海报有约·海上丝路访
谈”的一篇报道，并告诉记者，他们得知自
己也将作为栏目嘉宾发声时非常高兴，唯
一一点小小的遗憾是，报道没有英文版本，
他们寄语海南日报，可以在博鳌亚洲论坛
期间开设一个英文栏目，将论坛的声音传
递到全世界。

（本报博鳌3月29日电）

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副市长哈吉·穆罕默德·雅辛
和文莱内政部高级行政官员本基兰·哈吉·奥斯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海南打造旅游特区，要找准自己的独一无二

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副市长哈吉·穆
罕默德·雅辛。 本报记者 张谯星 摄

文莱内政部高级官员本基兰·哈
吉·奥斯曼。 本报记者 张谯星 摄

■ 本报记者 罗霞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通过参
加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更坚定了投资
海南的信心。

“习近平主席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这
对于东南亚地区企业而言是一个重要机
遇。海南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在地理、人文
等方面有优势，中国应在海南进一步放宽
政策，打造更加开放的旅游特区，使海南成
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李桂雄看来，“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具有里程碑意义。“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大家

要互相谅解、互相包容，这是中国人、亚洲
人等的共同心愿。我认为海南是奠定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地方。”

李桂雄祖籍广东潮阳，母亲是泰国华
裔第二代。1981年，17岁的他跟随父亲
前往泰国，迈出人生拼搏的第一步。

“以前很多老乡来海南种田，现在不是
种田了，而是发展旅游业、海洋产业了。”李
桂雄介绍，目前他已在海南投资生态旅游
园等项目。

“这次回去，我要利用我开办的电视
台，向在泰国的更多华人华侨介绍海南，让
他们了解中国的新动向。”李桂雄说，泰国

的华人华侨很多，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中来自海南的非常多。大家心系祖国，
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在合作中，“华侨华人肩负着重任，大
有可为。”李桂雄说，东南亚华侨华人实力
雄厚，拥有成熟的商业网络，熟悉中国以及
住在国的法律、语言、文化、国情和乡情，在
建设中，既是投资者也是受益者，既是引进
者也是助力器。

目前，泰国华人华侨正在积极让第二
代、第三代回中国看看家乡，学习一些中华
文化、中国语言，泰国也开设了不少华人华
侨学校。“只要能学习到华语，就会进一步

促进交流。”
对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李桂雄认

为，海南的“特区”身份应该得到进一步彰
显，在旅游、商务、购物等方面，能开放的都
要大胆开放。“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
有利于海南发展的开放措施，都应该得到
大胆地实施。”

“海南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不光是技
术合作、文化合作，还应有更多经济领域的
合作项目。”李桂雄建议，海南可以积极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免签政策等方面
降低门槛，同时多发展一些娱乐项目，在保
护环境的同时，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可以引

进一些东南亚地区的特色旅游项目。
以海为媒，海南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

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很大。李桂雄说，海洋
产业不仅仅是渔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
家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拥有不少经验。“海
上可以建立很多东西，旅游的、高科技的、
互联网的，可以发展海上的高科技、海上的
互联网、海上的经贸等。”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规格一年比一年
高，相信海南的未来也会越来越美好。”已
参加多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李桂雄
感慨道。

（本报博鳌3月29日电）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

打造更加开放的旅游特区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
本报记者 罗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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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毋庸讳言，更毋庸置疑，“一带一路”是
一块巨大的蛋糕，对于区域内国家如此，对
于区域内的地区经济体同样如此。

“一带一路”将是一场经济社会飞跃的
变革，一场资本扩张的盛宴，一个经济结构
调整、企业实现跨越发展的良好契机，更是
国与国关系、地区与地区关系从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进程。如果搭上了这趟快车，经济社

会发展就能够跟上甚至超越时代的发展步
伐；如果错失了这趟快车，将错失发展机遇。

国内各兄弟省市早已盯上了这块蛋
糕，雄心勃勃地想要从其中分享到足够的
蛋糕块。在中央的综合考量下，昨天新鲜
出炉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各省市
分享蛋糕谋划好了总体思路与策略方法。
在这份重要文件中，作为自古以来就是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海南，被要求“加大

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海口和三
亚则入选沿海节点城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南就能坐享其
成，分到应有的蛋糕，甚至能不能分到蛋糕
都不一定。这就像赛马，中央把规则制定
好了，把场地腾出来了，怎么起跑、怎么跑
得快，全靠自己。

此时，就需要我们仔细考察几个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的蛋糕在哪里；二是海南
能够分到的蛋糕在哪；三是海南自身的实
力与资源；四是可以借助的国家和兄弟省
市的力量。

目前，有望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
领域主要有六个：一是建筑工程类，“一带
一路”首先是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建筑工程领域的蛋糕最大；二是交通运输

类，通港通航是中国对外合作的基础；三是
装备制造类，如高铁、核电类；四是原材料
类，因为基础设施一修通，埋藏深山的资源
就会发掘出来；五是文化旅游、贸易类和消
费品类，因为“一带一路”在道路修通后，将
逐步实现贸易相通和文化相通；六是金融
服务类，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济拓展都
需要资本的支持。

那么，按照海南自身的实力与资源，能
够有一定机会分享到蛋糕的领域应该是如
下几个：一是建筑工程类，经过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的旅游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海南已经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实力的建
筑工程类企业，包括海建集团、水利水电集
团等。二是交通运输类，如海航和海运类企
业。三是原材料类，主要是海南钢铁、锆钛

矿采矿企业等。四是文化旅游类企业，知名
消费品企业有海马汽车、金鹿农机等。五是
金融服务，海南本土的金融机构有海南农信
社、海南银行（筹）、阳光保险等。

但是，上述提到的有可能帮助海南分
享到蛋糕的企业与领域，只有极少数有全
球或者国际性竞争力，甚至有些连国内竞
争力都不是太强。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和
经济总量较小的省份，海南要想分享到蛋
糕，就必须注意自身的策略。

一是全盘通吃，即最有比较优势的领
域，要面向整个“一带一路”区域内竞争。
海南要集中全省实力，在综合考量各种变
量的基础上，扶持最有竞争力或者竞争潜
力的企业，在全区域内竞争。例如，可以全
力支持海航获得区域内的航空市场。

二是优势比选，即一些领域如果不具
备全区域内竞争实力，就选择海南实力强
于目标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实施部分区域
竞争。例如，扶持海马汽车等进入相对于
海南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三是借力发力，即在一些竞争实力较
弱、但还是有一些竞争力的领域，可以与国
内实力较强的兄弟省市或企业联手进军。
例如，可以扶持海建集团与国内建筑工程
类巨头联手，通过分包或者承包非主体工
程的方式，走出去，壮大实力。

如果充分考虑了自身实力，在精心策
划、抢先布局的基础上，像海南这样的欠发
达省份，一样有可能从“一带一路”大蛋糕
中，分享到自己应有的份额，甚至更多。

（本报博鳌3月29日电）

海南如何分享蛋糕？
——谈海南从“一带一路”中获益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