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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11日电（记者苏庆
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强调，对外
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
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4月11日上
午举行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
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随即宣布，
中国将在年内落实11项金融领域开放
举措，大幅度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介绍，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
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大幅度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
际竞争力。

易纲宣布，中国将在未来数月落
实金融领域开放的六项举措。它们
是：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
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
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
比例上限放宽松至51%，三年以后不
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
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
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今
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
增至4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

度从人民币130亿元调整为520亿
元，港股通每日额度从人民币105亿
元调整为420亿元；允许符合条件的
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
保险公估业务；放开保险外资经纪公
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易纲表示，预计到今年6月30日
上述措施将大部分开始落实。他还宣
布，在今年年底前，中国将推出以下五
项措施：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
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
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新发起
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
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大幅度扩

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
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
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须
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此外，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
“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
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易纲表示，中国推进金融业对外开
放将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
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
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
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
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
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他强调，上述举措是“经过慎重考虑后，
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
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

金融业扩大开放后，外资机构是否
会对国内机构产生冲击？未来几年内，
国内金融市场是否会有巨大改变？针
对这一问题，易纲回应称，欢迎外资金
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中国将在目
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
仁。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要看自身情况。“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
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
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
环境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中国市场对外开放表示：

年内将落实11项金融开放举措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今年博鳌论坛年会恰逢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与会嘉宾对海南的发展十分关注。阿里
巴巴集团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今天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中央赋
予了海南许多好政策，海南要用这些好政策，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梁春晓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十万
人才下海南”的盛况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足以
见得海南这个经济特区对全国人才的吸引力。他
认为，新时代下，许多城市都在“抢人才”，海南也
要开拓创新，运用互联网思维，下大力气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来琼创业投资。

“互联网的主体是年轻人，并且已经带给年
轻人更大的兴趣、更大的空间创业。”梁春晓说，
随着海南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产业的不
断发展，海南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发
展思路，用互联网思维促进农业、海洋产业、医
疗健康产业、旅游业等产业发展，并以此作为
优势吸引更多人来海南发展，为海南发展注入
新活力。 （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孙慧 彭青林

“之前对海南的了解不够，这次来博鳌感受很
深，海南远远不仅仅是我认为的旅游胜地，还有很
多潜在的发展商机。”鲜花电商花点时间创始人朱
月怡说，这次来博鳌参加年会后，打算到海南各地
走访调研，寻觅发展商机。

花点时间是中国互联网鲜花B2C网络零售
品牌，通过“预购+周期购”的模式，每周为用户提
供一束不同主题鲜花到家或办公室。

2016年才开始创业，花点时间在创业第二
年，就已经年售出约3亿支鲜花，约占了昆明国际
拍卖场的1/3。

朱月怡曾是一名媒体人，曾多次往来海南出
差工作，2011年，她正式转型为互联网创业者。
站在不同的职业角度，朱月怡对海南的看法也发
生了变化。

“之前考虑到海南的交通问题，到现在还没有
将海南纳入我们的鲜花产品配送范围，这次来海
南发现了很多用户需求，下一个季度应该会考虑
把海南纳入配送范围内。”朱月怡说。

目前花点时间的鲜花供应商主要在云南省，当
了解到海南也在发展花卉产业，朱月怡眼前一亮，
她说，接下来会好好在海南走走，做好调研，如果海
南的花卉产业发展适合，花点时间会考虑把海南的
鲜花纳入供应商范围内。（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鲜花电商花点时间创始人朱月怡：

海南有很多潜在的发展商机

阿里巴巴集团阿里研究院
高级顾问梁春晓建言海南：

用好政策营造好环境
吸引优秀人才来琼创业投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我4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每一次来
都惊叹于海南的发展变化。透过海南这扇窗，我
也感受到了大陆因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台资
企业宝成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羊晓东今天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南日益完善的基础设
施、日益成熟的服务业、日益发展壮大的特色经
济，是“山青、水蓝、空气清新”之外的惊喜。

羊晓东了解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享受着国家九条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博鳌
超级医院已经正式开业接诊，“互联网+高端医
疗旅游的模式值得推广学习，目前我们集团正
在转型升级，不断开拓服务业以及健康运动产
业。我们期待在海南开拓运动与健康领域的合
作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从区位上看，海南是中国面向东盟地区的“门
户”，具备辐射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联动
优势。在羊晓东看来，海南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
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海南发展抱有很大期望。

“海南和台湾两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作为
一个布局全球的台资企业，为了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我们有意把业务拓展到海南来。”羊
晓东说。 （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宝成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羊晓东：

期待在海南
开拓运动与健康产业

■ 本报记者 孙慧

目前中国已经有 8.5 亿网民，
互联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电商网购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
主要消费渠道之一。随着电商模
式的成熟，当前电商购物页开始遭
遇流量成长、存量用户转化等发展
瓶颈。

不久前，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提出，纯电商时代已经过去
了，未来十年是新零售的时代。新
零售到底新在哪儿？新零售是玩
概念还是新趋势？

今天上午，在“新零售：新概念
还是新趋势”分论坛上，咨询学者和
电商大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
零售时代的走向。

如何理解新零售？波士顿咨询
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认
为，新零售是在传统电商基础上，
把整个产品供应链数据化，让零售
商和消费者可通过线上、线下接触
点随时随地进行互动，更好地优
化利用资源。

国美零售服务总裁何阳青说，
过去十年中，国美已经从传统线下
零售商向线上线下两线发展。何
阳青认为，新零售主要是满足用户
对不同场景的需求，也可称为共享
零售，渠道要做到线上电商+线下
实体店+移动端零售和分享，满足
用户商务、社交以及利益分享的需
求。

何阳青认为，新零售既可解决
线上消费体验差、物流配送慢等痛
点，又可解决线下产品单一、地点
固定等限制瓶颈。

这一点也得到了凯德集团总
裁、首席执行官林明彦的认可，他认
为，相比于传统电商，新零售结合线
上线下搭建了一个共享平台，给客
户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体验。

林明彦认为，新零售的新不是
在于是线上消费还是线下消费，而
是基于大数据技术来采集用户的消
费喜好、消费需求等信息，将消费链
数据化，咨询机构可以跟商家分享
数据信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安排
他们的采购，怎么确保店里面有足
够的吸引力。

花点时间是一家鲜花零售商，
其创始人朱月怡认为，新零售的新
在于可以激发出用户潜在的需求，
甚至可以依据大数据预备用户未来
的需求。

新零售是零售业的新趋势，这
点已经得 到 了国内零售 业的公
认。

但大龙 网 集 团 CEO 易 青 认
为，新零售是基于国内成熟的电
子商务环境和完整的数据系统条
件上产生的，中国现在的零售业
水平已经是世界顶尖。但在跨境
电商领域，谈零售业为时尚早，很
多国家连移动支付和物流配送都
还没有，所以就目前来看，新零售
还是个未来的目标。

（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从资本融合走向业务融合，
电商大咖探讨未来新趋势

国内零售业
走向新零售时代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浪潮中，
国有企业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国
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11日上午，国务院国资委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举办了主
题为“国企改革：市场融合 开放发
展”的分论坛，这也是国务院国资委
首次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举办
分论坛。来自政府、企业和学界的中
外嘉宾齐聚博鳌，共同探讨国有企业
改革焦点问题。

全球化的挑战
开放中的国有企业

习近平主席在10日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
演讲，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坚定决心，也引起了当天论坛上中外
嘉宾的强烈共鸣。

欧洲智囊团荣誉主席、世界贸易
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说，习
主席的演讲是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就
是中国将张开双臂欢迎新一轮的经
济增长和经济合作，他非常认同演讲
中提出的多边主义，“包括各国政府、
公有企业、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等，

要共同对话应对全球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说，习

主席的主旨演讲，开启了中国进一步
扩大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也吹响了中
国企业和全球经济融合的号角，让国
有企业深受鼓舞，国有企业既要拥抱
外资企业进入，也要积极“走出去”，
在并购的过程中不一定坚持要100%
控股，而是要按照新的时代变化，做
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谋求共同
发展与进步。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
斯-保罗·博克纳看来，当今时代全球
化越来越深入，中国很多国有企业不
仅具有竞争力，更是全世界市场的领
导者，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强势企业，
他们要从内部强化竞争意识，加大对
外开放，明智地进行全球化布局，在
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发展
势头的同时，让全世界受益。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则表
示，对国有企业来说，随着对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挑战已经越来
越多，上一轮招商局集团的开发，当
时还主要靠的是优惠政策；而在新一
轮的改革开放中，就不光靠优惠政
策，还要淘汰低端的落后制造企业，
引进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服务，进行
先进装备制造的研发，并在“一带一

路”沿线重要港口地区复制蛇口模
式，改善当地经济。

国有企业太大了吗？
关键还是核心竞争力

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规模问
题也引起了嘉宾们的热烈讨论。在
拉米看来，国有企业可以考虑得更长
远，避免短期的投机行为，如在交通
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问题是要确定好国有
企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国
有企业的规模，让它的规模不会阻碍
市场的公平竞争，公有企业不会受到
特殊的照顾，如更低的融资成本。

对此，肖亚庆表示，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国有
企业也已经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包
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的国有
企业，都是按照国际规则公平竞争。
未来国有资本还要进一步做强做优做
大，但过程中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国有
企业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和世界先进
企业的合作，如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
管的97家央企中，绝大部分和国外的
公司有着各种形式的合作。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说，近两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和美

国企业家多次交流，问到他们为什么
愿意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合作，他们说
了三点，一是从来没想过中国的国有
企业有如此好的技术；二是体会到它
的巨大规模和产业链；三是中国国有
企业对国内国际市场了解的深度。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特别愿意
和国企合作，也真实反映了国企在国
际企业界的地位。

而在李建红看来，无论国企、民
企还是外企，它的大和小，既要在国
内分析，更要放在国际大格局中，国
有企业达到中国领先还不够，要向世
界一流努力，有些产业达到世界一
流，还要达到世界领先，“不能只在一
个国家地区分析，最终要在国际竞争
中看它的大小和强弱。”

博克纳也表示，不必过于纠缠国
有企业的规模大小问题，而应该把精
力聚焦到如何让企业变得更有竞争
力，中国要进行新一轮的开放和创
新，不仅是对外资开放，对中国的私
营领域也会做进一步的开放，所以未
来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外国资本，都将
会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的
国有企业，要把思考的维度放大，考
虑自己在全球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

（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参会嘉宾聚焦国企改革

全球化挑战下的国有企业

博鳌笑脸

4月1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结束后，嘉宾陆续走
出主会场，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茶歇期间，一位嘉宾露出开心的笑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闭幕后，两位嘉宾互道祝福，微笑
握手告别。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