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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日讯 （记者刘笑
非）“海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可以说是独
一无二的，但同样独一无二的是，海南
省是目前中国唯一从没有过职业足球
俱乐部的省份。”在今天举行的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民企商机研讨会
上，以“国际旅游岛与足球产业”为主
题的讨论中，中超联赛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成全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海南在足
球领域的空白。如何发挥季节、环境

优势，填补足球空白，各界代表纷纷直
抒己见。

“如果海南拥有一家属于国际旅游
岛的足球俱乐部，对于海南的足球产业
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助推剂。”
马成全认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
其形成的地域文化和球迷归属感，对于
民企而言，亦是一块富矿。

海南一年四季都能进行足球运动，
这是海南巨大的优势所在。马成全表

示，海南有必要对足球发展做一个长远
的规划，同时尽早建立一支属于海南的
足球队，起到引领作用。记者同时获
悉，能够容纳4万人的五源河体育中心
目前也正在建设中，预计2018年正式
投入使用，届时其将作为海南承接国际
高水平赛事的场地。

参加研讨会的河南建业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作为在足
球领域耕耘21年的民企元老，也呼吁

海南努力补齐这片空白。“当下足球产
业的火热，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而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同样是国家战略
之一，在海南发展足球产业，不正是强
强联手吗？”胡葆森话音刚落，即赢得在
场一片掌声。

业内资深的体育记者汪大昭说：
“海南足球领域尚且空白，但不代表这
是一片荒漠，对民企而言，这是一块尚
未发掘的绿洲。”

环境优势明显，却是中国唯一无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省份

海南足球产业是块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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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罗霞）
在今天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民企商机研讨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环
节，来自省内外的民营企业签订了13个
投资合作项目，投资额超过110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包括互联网+风情
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博海体育文化产
业园、远洋捕捞综合基地、海商国际青
少年足球学校、新能源汽车环岛充电

站、海南休闲农业和旅游观光、虎拜
O2O车友服务平台、南海滑雪大世界、
互联网+汽车后市场平台、休闲海南移
动互联网APP等，投资企业来自北京、
上海、江苏、湖南、广东等地，涉及旅游、
海洋渔业、文化体育、信息产业等多个
领域。

由洲际（江苏）国防科技有限公司
在海南投资建设的互联网+风情小镇+

美丽乡村建设，投资额达30亿元，将利
用互联网+的概念，设计打造各具特色
的产业、各具品味的产品，整合资源、打
造美丽乡镇建设的信息化服务平台，着
力农产品的营销渠道、物流组织、市场
拓展与品牌建设，打造海南美丽乡村的
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大平台。

投资20亿元的博海体育文化产业
园将在海口建设国际标准拳赛综艺场

馆、世界拳击搏击训练基地等；由湖南紫
都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
设的南海滑雪大世界，将建设海南乃至
国内设施最完善、设备最先进、环境最舒
适、室内滑雪场馆体量居前、室内冰雕展
馆品位最高的滑雪运动综合体。

另外，在企业家座谈会环节，南京花
冠投资集团等20余家企业表达了投资
意向，希望解决项目用地等相关问题。

省内外民企签订13个合作项目投资超110亿元

投5亿元建滑雪大世界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周晓梦）
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民企商机
研讨会举行了关于旅游特区与文化产业
的专题讨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
企业代表、香港著名企业的负责人等嘉
宾围绕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讨论会上，嘉宾们认为海南的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海南旅游特区建设的可
持续必须要与文化联系起来，需要文化

产业的强力支撑。因此，在“一带一路”
的大背景下，要加强研究，根据旅游特
区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高
品质的特区文化，丰富旅游特区的内
涵，使海南真正成为旅游天堂，做到让
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留有回味。

“要将创意注入文化之中，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带动产业的发展。”香港玩
具易集团TOY2R创办总裁、Qee品牌

设计总监蔡汉成认为，海南文化产业、
文化旅游的发展，应着重处理好文化、
创意、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加强顶层设
计，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规
划，加强创意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大力
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出版发行、影
视制作、演艺娱乐、文化会展、动漫旅
游、体育健身、休闲疗养、收藏拍卖等重

点产业。
还有嘉宾建议，海南旅游和文化产

业发展要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如海
洋文化、红色文化、热带雨林文化、归侨
文化、黎族苗族文化、黄花梨沉香文化
等海南特色文化资源，注重将特色文化
与旅游、农业、休闲观光等结合起来，打
造高品质的特色小镇和风情小镇，形成
百花齐放、交相辉映的生动局面。

打造高品质特区文化 丰富旅游特区内涵

旅游特区建设需要文化强支撑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这是一次思想火花的“碰撞会”，真
知灼见在此闪耀；这是一次服务于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旅游岛新一轮
大发展的盛会，民企积极投身于国家战
略的梦想和心情在此放飞。

在今天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与民企商机研讨会上，政商精英及专
家学者海口论剑，把脉民企新商机，共
谋新发展；同时为广大民企投身国际旅
游岛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项目指引，服
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海南新一
轮大发展。

与会嘉宾认为，海南是连接亚太地
区和世界主要海上运输通道之一，是我
国面向东盟地区的重要桥头堡，作为海
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海南战略凸显、发
展前景广阔。民营企业家将抢抓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建设海南
旅游特区的大潮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民企要抓住海上丝路机遇

“一带一路”是我国应对世界格局
变化全面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承
载着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梦想，是连接
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战略纽带。民营企

业则是实现这一战略落地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家从海南岛飞出的世界级

航空企业，海航集团自1993年的1000
万元起家，从偏居一隅的小型地方航
空公司发展成为中国第四大航空集
团。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海
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是这一奇迹的
缔造者。

“新形势下，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家的
转型当中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海南在离岸业务、现代服务业、海洋工
程、现代旅游业、现代农业等诸多方面蕴
含商机，海南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沃
土和天堂。”陈峰认为。

民企助力海南融入“一带一路”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海南省
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打造世界一
流的精品旅游目的地，打造国际旅游岛
升级版的战略定位，以更加开放的态度
积极地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
设，争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

路先锋，实行旅游特区和自由贸易园区
两轮驱动，以此来作为参与“一带一路”
重要的突破口和目标。

这同样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重大
历史机遇。作为市场基础转型升级的
重要力量及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民企
可以成为海南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王钦敏说，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目
标和措施清晰具体，必将推动海南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使海南成为一个四海宾
客天下商家云集的宝地，国家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将掀起海南建设的崭新
一页，也将为广大的民营企业在海南的
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和机遇。

据介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
以东盟十国和东南沿海为主，在此方面
海南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近年
来东盟与海南贸易密切，已成为海南最
大的出口市场。

“广大的民营企业家要准确把握当
前的有利形势，积极抢抓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选择适合企
业自身走出去的新路子，抱团发展、形
成合力、有序竞争，确保走出去稳健扎
实可持续。”王钦敏说。

香港骏豪集团、海口观澜湖集团主
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建议，海南与寒冷
的内地北方电影摄影棚相比，更容易吸
引港澳台人才进入拍摄，海南具备发展
电影产业的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可以
形成海南文创产业的核心。

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说，
民营企业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
有一系列优势，包括民营企业成本低、
产权清晰、经营自主率高、市场反应快、
决策性强、国家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的
政策支持等，民企可成海南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夯实海南开放发展大格局

建省办经济特区27年，海南大特区
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经形
成。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

推进和落地，将使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要
冲的海南开放发展大格局益加凸显。

“海南的两港临空产业园区，包括
海口美兰机场和海南三亚新机场的建
设都将打造临空产业园区，后者将是世
界最大的填海机场，高速公路、高铁和
航空，这些元素进一步夯实未来海南发
展的大格局。”陈峰认为。

对于海南如何进一步夯实开放发
展大格局，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

“海南省的优势不言自明，民营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找准自
己的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好自己得天独
厚的深海岸线、土地资源和临近东南亚
区位优势。”宝塔石化董事局主席、银川
大学校长孙珩超说。

“阿联酋的迪拜，上海要开幕的迪
斯尼，都是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海南
要把旅游产业搞上去，一定要有世界级
的项目和国家级的项目；第二，海南旅
游的发展更需要美丽乡村游项目，海南
不光有海洋优势、生态优势，还有文化
优势，海南有很多文化底蕴很深的项
目，比如说古村古镇、琼崖纵队、红色娘
子军，解放军解放宝岛也有很多文化的
东西、很多故事。第三，海南旅游的发
展要提高软实力。”中国民间商会副会
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
建言。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政商精英及专家学者海口论剑，共谋民营企业新商机

海南是民企发展的沃土和天堂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27年前，我买了最后一班到海南
的车票匆匆渡海，想当一回‘闯海人’，却
没能留下来。”前来参加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与民企商机研讨会的重庆力帆实
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始终放不下对海
南的感情。

“1980年代，沿海开放、进出口贸易、
三来一补、外资引进，富了粤闽浙苏，却没
能让海南富起来；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千军万马下海南，却未见其‘特’；20年
来房地产繁荣了北上广深，海南擦肩而
过！”尹明善叹息海南错过的发展良机。

在他看来，当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是海南迎来的又一次发展良
机。尹明善认为，海南拥有优越的地理
位置且绝不亚于沿海各省，而本土的海
航、海马等民营企业更是个中翘楚，抓住
这个机会，实则不难。“我国目前有太多
的过剩产能需要输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在用
开放倒逼改革，海南将会成为一个主要
窗口。”尹明善说。

“建设一桥（隧道）一港，并敢于开设
定期航班，这样许多内陆货物才能通过
海南走上海上丝绸之路。”尹明善希望海
南能够更开放，利用地理优势当好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紧紧抓住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错过此渡无好舟！
这次发展良机，海南必须牢牢把握。”尹
明善表示。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海南民企
潜力还很大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海南展现出来的是生机勃勃、商机
无限和充满活力，我认为这里充满了合
作投资的契机。”今天上午，国务院参事
室参事蒋明麟就海南如何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民企怎样挖掘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和海南国际旅
游岛新一轮发展背景下的投资资源等问
题给出了他的答案。

蒋明麟指出，把打造世界一流的
旅游特区作为海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突破口，可以进一步将传统滨
海休闲度假向免税购物游、邮轮游艇
游、低空飞行游、乡村游、少数民族文
化风情游、养老候鸟游等多种旅游业
态的发展。要把海南打造成有国际影
响力的品牌，在世界范围内有良好信
誉的、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的世界
著名旅游胜地。

“海南还应加强对海口、三亚、博鳌
等地区的会展业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服务能力等方面全方位提高会展发
展水平。”蒋明麟说，目前海南的会展业
已有基础，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非合作
圆桌会议等国际重要会议的活动，已经
成为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海南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会展中心，可作为
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
抓手。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蒋明麟：

海南充满
合作投资契机

■ 本报记者 罗霞

海南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上，总有民营企业深
切的期盼和热情的拥抱。今天，面对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战略契机，省内外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
专家学者等汇聚一堂，共话民企商机，签下合作项
目，共建美丽海岛。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地，海南从建省之
初就与民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开出了娇艳
之花。在海航、海马等一大批品牌企业得到壮大
发展的同时，岛外一批知名民企相继落户，海南民
营企业队伍日益庞大。

“海南非公有制经济近年显现出快速发展态
势，愈发显现活力。”省工商联（总商会）党组书记
田德毅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公有
制经济为我省经济贡献了近六成GDP，在稳增
长、保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
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共燃投资热情

两年多前，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来琼参加
中国优秀民企海南招商项目推介会时，抛出了在
海南建设亚特兰蒂斯酒店的想法。如今，在三亚
海棠湾，由该集团投资建设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酒
店正处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计划明年建成。

也是在那次推介会上，重庆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感叹，“海南是民营经
济的风水宝地，是创业之地。”今天来琼参加研讨
会的他，又不断给海南加油鼓劲：“海南不能错过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机遇，完全可以抓住
这次大机遇。”

不同的民营企业家，对于海南有着同样的热
情，也孕育出一个个推动海南发展的投资项目。

省商务厅统计显示，2013年，海南组织策划了
海南省政府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家代表投
资恳谈会等活动，全年全省共签署各类投资协议
190个，总投资4200亿元；2014年，海南全年与省
外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投资额4177亿元。在这些投
资项目中，国内不少知名民营企业纷纷相中海南，
阿里巴巴、腾讯、浙江恒逸集团、江苏金浦集团、广
东林安物流集团等一批知名民企相继落户海南。

“海南的发展离开了民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海南特别适合民营企业生长。”在今天的研讨会
上，一些与会嘉宾用一组数据强调海南与民营企
业的亲密关系：2014年，海南非公有制企业占全
省企业总量的96%，其中纯私营企业超过八成，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体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实体从
业人员的比重超过八成，非公有制企业进出口总
额在全省占比达到94%。

共促产业优化

于去年10月启动的海南生态软件园腾讯创
业基地，今年已聚集了一批企业的实质进驻，有的
企业在进行办公室内部装修，有的已经开始上
班。在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看来，海南有无可
复制的优良环境，具备吸引更多的创业公司落户
的条件，吸引了腾讯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

在各类推介活动上，不少民营企业家也纷纷
表达对投资海南的信心。尹明善表示，海南优美
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等已吸引了不少民
营企业家来琼投资，也值得更多的人来投资。

得益于民营企业，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
小企业已由早期的分散粗放型逐步向规模集约化
发展，形成了以“海马”为基础的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基地、以“药谷”为依托的高新区生物技术与新
医药产业基地集群区，以及一批互联网产业集群、
旅游产业集群等。

得益于民营企业，海南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近年来，我省科技型非公企业迅速发展，提供
了约65%的发明专利、75%的技术创新和80%以
上的新产品，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科技
创新的同时，非公企业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
建设，涌现出一批驰名品牌。

为回报这份厚爱，海南积极推动签约项目尽
快开工建设，坚持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项目落
地，督促形成“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
项目运行机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2013
年签约项目已有65个项目开工建设，2014年签
约项目已有38个项目入驻和开工建设。

共抓发展契机

从民营企业的地位看，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
长夏锋强调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主体是民营企
业。服务业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而民
营企业灵活性强、敏感度高，能及时掌握消费群体
的变化，提供有效的旅游消费产品。

“面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契机，海南
应使民营企业在服务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吸引更
多民营企业参与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夏锋说，
海南要打破各种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使社会资本
成为教育、医疗、文化、健康等旅游产品供给主力。

一些民营企业已率先行动起来，抢占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发展先机。在此次研讨会
上，来自省外的十余家企业通过一个个投资项目，
将纷纷参与海南旅游业、海洋渔业、互联网产业等
的发展。海南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将迎来新篇章。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专访

非公有制经济为我省经济贡献近六
成GDP——

民企挑起
海南经济大梁

制图/陈海冰■ 作为市场基础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及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民企可以成为海南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 民营企业家要准确把握当前的有利形势，积极抢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特别是
选择适合企业自身走出去的新路子，抱团发展、形成合力、有序竞争，确保走出去稳健扎实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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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民企商机研讨会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召开。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