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观察为海南日报
记者“行走香港学自贸”系
列报道的最后一篇。4 天
来，本报连续刊发了《念好
四字经 引客买买买》《从
三个一流“品”香港自由
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
的经验与启示》和《“东方
之珠”何以璀璨夺目》4 篇
观察体通讯和《买全球、卖
全球的创新之道》《优化营
商环境要打开“方便”之
门》《金融业需建在实体经
济“地基”上》3 篇记者手
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本
报 5 位记者香港之行的思
考与收获。寻学自贸经，
聚焦自贸区，将是我们长
期报道的内容。今后，我
们还将推出不同内容、不
同体裁的相关报道，敬请
读者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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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行走香港学自贸

“这里太暖心了！”9月19日上
午11时左右，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
署新闻处的新闻发布厅，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记者李依霏发出这样的赞
叹。

发布厅是新闻处发布重要新闻
的场所。在这里，天花板上设有两
台摄像机和不少采音话筒，墙壁上
满布电源插座和上网插口，还有几
十个同音翻译插口。李依霏说，在
这里，记者随地而坐就可以进行工
作，因为身处任何位置都不用操心
设备的接口、接线和上网、翻译等问
题。而这些问题，是她在海南采访
时经常遇到的。

“这个新闻发布厅的布置非常
专业，很多细节都替记者想到了。”
李依霏的同事、当了20多年电视记
者的卢裕锋，同样对这里赞不绝口。

专业贴心的新闻发布厅，让人
感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细
致周到的服务精神。而在10天的参

观、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体验
到这种感受。

在香港海关，一位20来岁的女
性工作人员负责带我们参观香港海
关历史展览馆。当天下午3时，记者
一行到达香港海关大楼时，她已经
准时在楼下等候。参观过程中，这
位年轻姑娘一直保持微笑，态度和
蔼可亲，认真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
问题。更难得的是，我们了解到，这
位年经姑娘并不是专门的展览馆解
说员，只是临时客串，但是一路上她
侃侃而谈，将香港海关的来龙去脉
一一道来，显然提前做了功课。参
观完毕，她又很热情地送我们到其
他部门，然后才挥手作别。

在香港立法会，接待我们一行
人员的是一位发型摩登的年轻小伙
子。他态度谦和有礼，一路上认真
详细地讲解着立法会的历史。因为
对立法会了解不多，我们问了很多
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很“奇葩”、很可

笑，但是这位小伙子每次都认真回
答，从未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情。
在近两个小时的参观过程中，他始
终精神饱满地为我们解说，没有一
丝懈怠。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参观时
间到了，而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
看完，他及时提醒我们，是否还有别
的活动安排，别延误了行程。最后，
记者一行向这位敬业的年轻小伙送
上热烈掌声。

此次香港之行，记者一行拜访
了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入境事务
处、海关、税务局、贸易发展局、立法
会6家机构和单位。所到之处，无论
参观也好，座谈也好，采访也好，所
接触的工作人员个个彬彬有礼，态
度真诚热情，从未遇见过一名态度
恶劣者。而且，每个人对待工作都
很认真，各种细节做得到位。几次
座谈交流时，接待单位都事先打印
好相关资料并装订成小册子，供我
们取用。在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

处交流时，因为空间小，座位较拥
挤，工作人员安排了座次，把每个人
的名字贴在坐椅靠背的顶端，再用
薄塑料膜紧紧盖住，以防止掉落。
其做事之细致用心，令人叹服。

诸多例子，让记者充分领略到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卓越的敬业
精神。刘晓冰在香港当律师多年，
与香港各级公务人员交往较多，对
他们的服务态度和敬业精神给予高
度赞扬。她对我们说，在香港20多
年了，从未听说过政府部门有“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的现象，每
次去政府办事都很顺利，办事人员
会主动替你着想，想方设法帮你把
事情办好。

细节决定成败。从香港众多公
务人员一次次细致的服务、一个个
完美的细节里，我们不难窥见香港
营商环境一直保持一流的奥秘。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
说。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必作于细

■ 本报记者 吴卓

在全世界的自由港中，香
港无疑是发展最好的之一。

全球排名第一的机场货
运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营商环
境、全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
中心、全球排名第四的国际航
运中心、全球排名第五的外汇
市场、全球排名第五的旅游入
境人数、全球排名第七的商品
贸易量、全球排名第十七的服
务贸易量……一系列亮闪闪
的排名，既证明香港这颗“东
方之珠”的不平凡，也彰显香
港这片“弹丸之地”蕴藏的巨
大发展能量。

能量从何而来？不平凡
在何处？

带着这样的问题，从9月
19日至28日，海南日报记者
行走香港，求索城市之中，徜
徉市井之间，学习、参观、采
访，努力寻找答案。盘桓旬
日，所见、所闻、所感，颇有值
得回味、深思之处。特择印象
最深者，叙述如下。或许此并
非正确、完整之答案，但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理
念、思路，或对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不无启迪意义。

“东方之珠”何以璀璨夺目？
——香港自由港的启迪

9月21日上午9时30分，记者
站在位于中环的中银大厦顶层70楼
露台上俯瞰，一条条道路细如束带，
一辆辆汽车来来往往，车水马龙，川
流不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露台上接受采访的中银香港
资深经济研究员、香港特区政府前
首席研究主任王春新博士意味深长
地告诉记者：“流动生财！”

何谓“流动生财”？
王春新说，流，指的是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从人类发展史
来看，道路、河流交汇的交通枢纽之
地，往往会形成经济繁荣的城镇。
因为人流、物流的交汇，会带来商业
的繁荣，从而给地方发展带来源源

不断的活力和动力。在现代社会
中，论起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了传统的人流、物流外，还有资金
流、信息流等。一个地方如果能够
持续地吸引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聚集交汇，那么它肯定会
发展、发达起来。

香港是“流动生财”的一个典
型。

王春新告诉记者，香港地方狭
小，资源匮乏，从自然禀赋上来看，
并不具备快速发展条件。但是，香
港很早就开始做转口贸易，大量的
物流进出，支撑着商业发展，也带动
了城市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
九十年代，香港经济再次成功转型，

从工业化转向服务经济，形成了以
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专业服务
等多功能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现代服
务体系。现在，香港通过为海量的
人流（旅游者）、物流（航运转运）、资
金流（国际金融）、信息流（全球信
息）提供服务而获得强大的发展动
力，维持着经济的繁荣发展。

王春新表示，现代服务业的竞
争，就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竞争，就是“流量”的竞争。谁占
有的“流量”大，谁就能胜出。

那么，香港何以能够在竞争中
胜出？面对记者这样的问题，王春
新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王春新解释说，香港奉行自由

的经济政策，对外贸易自由，企业经
营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
由，信息流通自由，政府几乎没有任
何限制，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货
物、人员、信息在香港汇集、中转。
这是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
原因。

看来，有自由，才有流动；有流
动，才有流量；有流量，才有繁荣。在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过程中，如何进行制度
创新，如何最大程度减少对人员、货
物、资金、信息进出的阻碍，如何吸引
更多的“流量”，海南应该深思。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古人早
已得出结论。

流动生财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9月21日
下午4时，在香港海关的一间教室里，
香港海关应课税品科牌照组高级督
察梁展鹏指着屏幕上的几行字，操着
生硬的普通话，笑眯眯地对记者说。

屏幕上显示着“香港税务局负
责征收税种：利得税、薪俸税、物业
税、印花税、博彩税、商业登记费。”

“香港税制的基本特点，就是简
单。”梁展鹏这样说。

梁展鹏说，香港税务局负责征
收的税只有5种，即利得税、薪俸税、
物业税3种直接税和印花税、博彩税
两种间接税。直接税直接对纳税人
征收，间接税则间接征收，简单明
了，方便快捷。

税制简单，税务局的工作便不
再繁杂。

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提供给记
者的资料显示，至2017年底，全香港

的税务人员，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员
工，总共仅有2841人。香港是一个
有74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百万数
量级的企业，税务局的工作效率可
想而知。

对纳税人来说，纳税手续简单、
方便，也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在港
多年的资深执业律师、LC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刘晓冰女士对这一点特别
赞叹。她以自己的纳税过程为例：
每年税务局会寄来一张纳税通知
单，只要如实填好寄回去就OK了。

简单税制，折射出香港特区政
府服务经济社会的一种基本理念，
即简单化管理。在这种理念下，对
于经济活动，对于社会事务，政府都
尽量简政放权，以便民利民为要。

“少干预。”9月20日上午，在香
港中环的东昌大厦14层，香港金融
业志同会会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原香港事务顾问、国际宝峰金融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连峰博士接受
记者采访时，以这三个字总结了香
港特区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

吴连峰说，香港是“小政府大社
会”，政府对经济活动实行简单化管
理，尽量减少干预，营造出一个非常
有利于投资、有利于企业经营的营
商环境。香港连续多年位列全球最
佳营商环境排名榜前列，主要原因
正在于此。

但是，少干预，不等于不干预。
吴连峰介绍说，从亚洲金融危机到
现在的20年中，香港特区政府对金
融市场也进行了一定的干预，不过
那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正常
状态下，政府还是以少干预为主。

少干预，意味着简政，意味着放
权。当前我国的行政体现改革，也
是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重要内

容。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简政放权
时，说了一句“大道至简，有权不可
任性”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总
理后来解释说，他说的这个“简”，是
从孔子那里来的。《论语·雍也》里有
一句话，“居敬而行简”，“居敬”，就
是我们作为公务人员，首先要在内
心敬畏人民。“行简”，就是不要用太
繁多的东西来扰民。这与我们简政
放权的理念非常吻合。

从某种意义说，自贸区建设的
过程，就是一个简政放权、实施简单
化管理的过程：让复杂的制度变得
简单，让复杂的审批变得简单，让复
杂的监管变得简单，让复杂的流程
变得简单，让复杂的手续变得简单
……因为体制、制度不同，香港的一
些做法我们不能照搬，但是，其简单
化管理的理念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居敬行简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蒲喜雄

粮丰则农稳，农稳则国安。10月16日是第
38个“世界粮食日”，当天，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海口市白水塘路的秀英储备粮仓库，了解我省
省级粮食仓储状况。

海南是粮食主销区，2017年海南粮食产量
169万吨，粮食消费量455万吨，供需缺口286万
吨。这286万吨需要从外省调入或进口来弥补。
为此，粮食的仓储运输是保障百姓“舌尖”安全的
第一关口。

位于海口市白水塘路的粮食仓储库占地75
亩，共有12座仓库，每座仓库的储备容量可达到
3000吨，但实际粮食储备量会控制在2650吨左
右。16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一辆辆大型
货车进进出出，正在排队卸粮入仓。

仓库外，金澄澄的稻谷从货车中泄下，流到机
械运输带上，再进入机器进行鼓风筛选，去掉空心
稻谷，最后传输进入仓库。仓库里，堆成小山的稻
谷被工作人员铲入粮袋里，压实封口，再垒堆起
来。

“我们的粮食仓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装粮
袋堆放，一种是就地堆放。一般来说，就地堆放的
仓库容量更大些。”海南秀英粮食储备经营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高海带着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一座堆满
粮食的仓库，只见门前撒着白色的防虫药，一袋袋
粮食垒成梯形，围住了高高的稻谷堆，稻谷堆上还
放着测试仪，时刻监测仓库里的温度与湿度。

“海南常年高温高湿，粮食储备要达到防潮、
密闭、隔热的要求，需要做很多工作。”据王高海介
绍，仓储粮库在安全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所有仓
库内部都不得安装水电，如果晚上作业，就要使用
移动电源照明，并且仓库上方都有窗户和鼓风机，
最近还安装了空调，保持通风透气。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
海南气候具有高温、高湿、高盐“三高”特点，储粮
自然条件相对较为恶劣。近年来，我省陆续新建
了一批新的仓库，粮食储备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
进，省级粮食仓储损耗率从0.4%降至0.2%，收储
成本下降，保障了粮食质量安全。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世界粮食日”探营海口秀英粮仓

稻谷堆成小山
享受空调凉风

健康产业专家探讨
“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本报三亚10月17日电（记者徐慧玲 梁君
穷 通讯员刘晓聃）10月17日下午，海南（三亚）
健康产业“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座谈会在三亚学院
举行，十余位国内外健康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就相
关的学术理论、实践体验、人才培养、产业生态链、
服务模式与协同发展机制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

据介绍，此次会议旨在推动“药膳食疗”学术
研究及产品开发，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在儿童哮喘
康养等方面的作用等项目研究，以及海产品和热
带水果蔬菜适宜禁忌人群的标准研究，为三亚健
康旅游服务产品的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我省2项目获列
深度贫困地区旅游
提升工程建设方案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梁振君）国家
发展改革委官网15日披露的信息显示，海南省有
两个项目列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
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方案，分别是白沙黎族自治
县陨石坑景区、白沙黎族自治县九架岭景区。

据悉，方案实施期限为2019-2020年。项目
所需资金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联合印发的《“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
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方案》的通知指出，要严格
按照方案提出的原则和要求，认真做好项目前期
工作，落实好项目建设资金，严格工程建设管理，
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切实发挥对当地居民的综合
带动作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脱贫致富。

在
自
由
贸
易
港
的
强
大
引
擎
作
用
下
，香
港
成
为
世
界
闻
名
的
﹃
东
方
之
珠
﹄
。

本
报
记
者

张
杰

摄

10月15日，文昌蔬菜种植基地建起了新型
简易防虫网。

经过两年多时间，中国热科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博士高建明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了新型简
易尼龙防虫网。该网每亩造价2500元左右，使
用该网种植叶菜瓜果，在不打药的情况下，比不
使用防虫网平均增产50%左右,蔬菜没有虫眼，
卖相好。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田婉莹 摄

菜地“穿”纱网 防虫又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