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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共论

3月25日上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上，嘉宾在交流岛屿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经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彭青林

今天下午，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岛屿经济分论坛上，全球首次发布
《岛屿经济体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从学术和政策的双重视角，通过
大量基础数据系统分析全球岛屿经济
体发展形势和走向，聚焦岛屿经济发
展面临的共性和热点问题，提炼岛屿
经济体代表性发展模式，推广各地先
进发展经验，为岛屿经济体提供了互
学互鉴的公共产品。

据悉，《报告》由海南省外事侨务
办公室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专家团队历
时一年编写，今后论坛每年将以不同
主题定期发布岛屿经济研究成果，分
析岛屿经济热点问题，探索岛屿经济
发展方向。

海南的发展水平在次级岛屿经
济体中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岛
屿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岛屿经
济体有哪些代表性发展模式？岛屿
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如
何……对这一系列问题，记者在分论
坛上专访了《报告》主编、上海财经大
学教授王克强，邀请他对《报告》进行
相关解读。

海南以旅游业为龙头

“海南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未来
发展潜力大。”在谈及《报告》评价体系
下的海南发展时，王克强认为，作为全
域都是海岛经济的海南，有能力、也有
条件实现更好的建设发展，“未来，海
南的海洋经济发展，在我们国家应该
属于领头羊的位置。”

《报告》选取加拿大爱德华王子
岛、丹麦格陵兰岛、海南岛等多个典型
次级岛屿经济体，分析岛屿经济体常
见的几种代表性发展模式，提出“海南
岛走的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现代化服
务业驱动模式。”

据介绍，海南岛屿面积大，区位优
势明显，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背靠中国
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以旅游
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热带高
效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全面协调发展
的生态型产业模式，在探索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走在前列。

根据研究对发展模式进行的简
析，海南是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
业为主导的绿色增长；以“一带一路”

为统领的开放型经济；多规合一、区域
协调的发展布局。

对于海南旅游业发展分析，《报
告》中指出，国外游客比例仍然较小，
旅游要素国际化水平依然较低，离真
正的国际旅游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岛屿经济
普遍追求特色化产业

《报告》依据一定数量的样本，发现
一些岛屿经济发展接近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是传统产业升级理论并不
完全适用于岛屿经济体，”王克强说，
产业更替规律通常是从一产主导到二
产主导再向三产主导的顺序进阶，但
很多岛屿经济体是从一产主导直接跨
入三产主导，跳过了工业化的过程。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岛屿要素禀赋独特
性决定的，小岛屿地区也难以满足规
模化工业的空间要求。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岛
屿在三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重走
工业化的道路，只不过发展的并不是
传统工业，而是利用资本积累和环境
优势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生物科
技。三产反哺、拉动一产、二产的现象

也较为普遍。
岛屿经济因为不具备规模经济的

条件，普遍追求小而美的特色化产业，
在产业细分领域寻求竞争优势，比如
岛屿在农业领域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有
机农业、反季节农业和特色农产品。

其次，岛屿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不断显现，产业链不断延长。如“旅
游+”带动了观光农业、旅游地产、会
议展览、医疗旅游，“生态+”带动了
生态农业、健康养老、生物制药，“海
洋+”也在催化海洋医药、海洋新能
源，“信息技术+”带动了医疗旅游、
知识经济。

最后，经济发展模式很少有一成
不变的，特别是发展中岛屿经济体向
发达经济体迈进的过程中，必然会经
历产业的持续升级转型，相应在发展
模式上也会持续演化。

岛屿经济体点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报告》还阐明了“一带一路”框架
下岛屿经济体发展机遇、合作前景，并
对岛屿经济体参与共建21世纪海上
丝路进展情况进行了盘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岛屿
国家众多，目前为止，已有英国、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马达加斯加、马耳他、巴布亚新几内
亚、斐济等岛国经济体对共建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明确表示欢迎。

王克强介绍，海南在“一带一路”
中的角色定位更加突显，作为中国唯
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海南处在我国海
洋合作和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报告》指出，海南是连接亚太地
区与世界最主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之
一，每年经过南海海域的船舶就多达
10万艘，中国3/4的外贸出口货物、
全球1/3的国际贸易，都要通过南海
航线。这决定了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关键节点的重要地位。

数据显示，2014年海南对32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
453.9亿元人民币，增长28.3%；2015
年，海南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贸易额达419.9亿元，占全省外贸
总值的48.3%……海南以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及优势条件发挥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支点的作用已初见成效。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岛屿经济体发展报告》全球首发

海南走现代服务业驱动发展模式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周晓梦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上，先后发
布了《海洋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签
署了《创建岛屿经济研究智库网络合
作备忘录》。与会者认为，作为此次分
论坛的两项重要成果，这将有力推动
岛屿经济体在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岛
屿经济体研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助海洋经济合作：
打造蓝色经济圈

海洋经济是此次分论坛讨论关注的
焦点，也是当前推动岛屿经济体务实合

作的重点。与会者一致认为，发展海洋
经济，实现蓝色崛起，已经成为岛屿经济
体的共同愿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也是一条海洋经济开放合作之路，将
为岛屿经济体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如何发挥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作用，推动海洋经济的互利合
作？论坛提出5方面倡议。

在政策方面，协同联动、共建共
享。论坛倡议各岛屿经济体加强海洋
发展战略对接，协调区域产业规划，探
索设立跨境海洋产业合作园区，打造
高度融合的蓝色经济圈。

在设施方面，互联互通、贸易畅
通。论坛倡议各岛屿经济体借力海上
丝路建设，补齐物流短板，创建海空联

动，水陆衔接的立体交通网络，促进贸
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在产业方面，创新驱动、务实合
作。论坛倡议岛屿经济体顺应信息化
浪潮，向“智慧海洋”进发，加快传统海
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展海洋旅游、海洋
牧场、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合作。

在生态方面，人海和谐、共生共
荣。论坛倡议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
护并行、经济发展与环境监管并重，共
同呵护蔚蓝的海洋。

在人文方面，人才相济、民心相
通。论坛倡议加强海洋人才培养与能
力建设合作，构建岛屿经济科研合作

网络；拓展海洋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
通的文化桥梁。

促岛屿经济研究：
搭建研究智库网络

作为落实海洋经济发展与合作倡
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文化科
技交流和政策沟通对接的一项务实举
措，论坛与多家智库机构在会上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发起创建岛屿经
济研究智库网络。

论坛指出，岛屿经济体因其体量
小，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忽
视。全球研究岛屿问题的机构主要集
中在岛屿生态环境、文化领域等，对岛

屿经济发展关注较少。因此，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论坛携手国家
海洋局海岛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加拿大爱德
华王子岛大学共同发起创建岛屿经济
研究智库网络。

上述学术机构都在岛屿经济研究
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和较丰富
的学术成果。根据合作备忘录，由其
组建的岛屿经济研究智库网络，将以
联接21世纪海上丝路沿线岛屿经济
领域学术孤岛为宗旨，研究、推广成功
岛屿地区先进发展模式，催化更多高
质量学术成果，提供知识和政策性公
共产品，引领岛屿经济发展方向。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岛屿经济分论坛共同发布海洋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发起创建岛屿经济研究智库网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

以海南为中心构建
“泛南海旅游经济圈”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周晓梦 彭
青林）今天下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
年会的与会嘉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海南应该
成为发展“泛南海旅游经济圈”主要基地，如
果担负起这一重要角色，海南战略地位、发展
机遇就会有大幅提升。

海岛是镶嵌在海上的明珠，也蕴藏着丰
富的发展资源，海南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海上
明珠”。“在‘泛南海旅游经济圈’发展中，海南
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迟福林指出。海南发
展特色岛屿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产
业优势。

据介绍，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
经济圈”，条件已经成熟，尤其是《国务院关于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赋予海南诸多含金量很高的旅游及相关服务
业开放政策，能为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
展旅游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海南背靠大陆，面朝浩瀚的南海与东南
亚诸国，天然港湾众多，交通四通八达，政策
环境优越，海洋第三产业、热带农业和旅游业
发展势头良好。

迟福林认为，海南在海洋旅游发展要有
重大突破，可以海洋旅游突破来带动海洋渔
业等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此，海南可进
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港口、码头建
设、邮轮客运等方面的合作，在扩建、新建港
口的同时，组建港口联盟，提升海上互联互通
水平。

此外，除了改善硬件基础设施，未来海南
抓住发展海洋经济重要机遇，还应着力在医
疗健康、教育等方面提高水准，将海南建设成
为人们选择居住、生活、工作养老的目的地，
将更多消费需求吸引到海南，真正挖掘海南
岛屿经济发展潜力。

各方嘉宾共论把握岛屿经济体合作
发展机遇

把握“一带一路”良机
合作共赢提升竞争力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周晓梦

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大背
景下，岛屿经济体如何务实地合作和发展？
在今天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
分论坛上，各方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给全球岛屿经济体的发展带来良好
的机遇，并已经在各岛屿经济体的发展实践
中逐步显现出来。

岛屿经济体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个显
著的共识是：合作共赢是岛屿经济体增强经
济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岛屿经济体应抓住并把握好两大发展
机遇，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遇；二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
在论坛上表示，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
势待发和消费方式加快变化的大背景下，岛
屿经济体要顺势而为，发挥资源禀赋与生态
环境优势，以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为方向，建
设既有现代文明又有田园风光的美丽海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积极的参
与。各方可以借此平台发展战略与产业对
接，深化全方位合作，发掘经济增长潜力，拓
展海洋发展空间。

事实上，很多岛屿经济体在发展中已经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的魅力。其
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他们最先感受到
的机遇和合作需求最迫切的领域。

斐济渔业部部长塞米·科罗伊拉维萨乌
认为，岛屿经济体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框
架当中，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机会带来更多便
利。此外，还有“一带一路”的政策机遇，研究
和科技合作方面的机遇等等，都十分有助于
海洋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
何塞·阿尔瓦莱兹用汉语念出了这句中国俗
语。他说，这确实是非常简单而有效的道
理。因此，巴拉望也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机
遇改善基础设施，修建道路、港口和机场，使
巴拉望省成为连接马尼拉和东盟东部增长区
的桥梁。在他看来，这对当地发展至关重要。

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彼得·克里斯琴还看
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更重大机遇。“构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必要的措施，能
够进一步加强全球贸易的包容性，而不是排
他性，这明确地反映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
主题。”他表示，密方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实现这一目标。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专家访谈

2015年

次级岛屿经济体
代表性发展模式

中国海南岛
美国夏威夷
丹麦格陵兰
马来西亚槟城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

现代服务业驱动
旅游业驱动
自然资源驱动
电子产业驱动
新兴产业驱动

发展模式特点

观光农业、旅游地产、会议展览、医疗旅游

生态农业、健康养老、生物制药

海洋渔业、海洋医药、海洋新能源

旅游+

生态
+

海洋+

3 海南外贸情况

2014年

海南对外贸易伙伴已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
与 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额达419.9亿元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8.3%

海南对32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453.9亿元
增长28.3%
快于全省平均增速23.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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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盟出口97.9亿元，增长70.3%

其中东盟继续以总额160.3亿元 出口额77.5亿元

东盟已成海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已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