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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上海开幕。

图①我省企业代表在汽车展区参观
了解新能源车的有关情况。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图②参观者在与智能机器人对打乒
乓球，体验高端智能设备等新技术。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图③一家法国企业展示的眼科医疗
产品吸引参观者现场体验检测眼睛状
况。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图④国外企业展示的糖尿病治疗产
品吸引参观者。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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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李磊
陈蔚林 尤梦瑜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5日在
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主席强调：中
国将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
新，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压力测
试，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
验田作用。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
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进程。这是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带动形成更高层
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在海南引
起热烈反响。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
为，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聚焦进博会“新
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阐明推动开放
合作的中国方案，宣布中国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重大举措，展现了中国与世界互
利共赢、携手前行的胸怀与担当；彰显了
新时代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
坚定决心。习主席在演讲中谈及“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时提到了海南，充分体
现了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发展寄予厚
望，是对海南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将激励
全省上下抢抓机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争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深受鼓舞 深感振奋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孙大海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
主旨演讲，充分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习主
席在演讲中特别指出：“中国将抓紧研
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
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听了之后，他
深受鼓舞、深感振奋、备受激励。

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和平表
示，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主旨演讲中提
到“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
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
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进程”，他认为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
解这段话。第一，在我国改革开放40
年之际，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改革
开放要再出发，海南所处的独特地理
位置使海南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独特优势，党中央把海南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表明
改革开放将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向
新的目标和高度推进。第二，自由贸
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
式，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通过制
度创新，将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这
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能停顿，而
且必须加快，以尽早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全面推
进开放的决心与勇气。第三，海南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全
岛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使
海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
发挥突出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进
一步体现中国在新时代条件下，在推
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要
为世界作出的更大贡献，把海南打造
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
对外开放门户。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海南
大学教授王毅武表示，习主席在主旨
演讲中提到“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
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
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进程”，让他十分惊喜，
倍感振奋。他认为，这体现了中国顺
应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为全球贸易

发展搭建公共平台，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
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形
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孙大海表示，下一步，省委自贸办
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推进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各项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围绕打造“三区一
中心”，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加快研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
策和制度体系，逐步打造对外开放新
高地、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
员夏锋认为，建设当今世界开放水平
最高的中国特色自贸港是中央赋予海
南的大目标、大任务。为此，海南要以
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为目标，充分借
鉴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国际自贸
港的经验，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贸港进程。

夏锋同时建议，要抓紧研究制定
“海南版”负面清单，持续放宽市场准
入。我国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

资自由化水平。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贸港，要对标中国香港及新加坡自贸
港等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服务贸易
为主导，研究出台“海南版”负面清单，
探索构建“准入前国民待遇+极简负面
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的外商投资管
理模式，打造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
点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王毅武表示，海南承担着建设中
国特色自贸港的历史重任，全省人民
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为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南
还应该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摆
脱“本领恐慌”，尽快与粤港澳大湾区
实现对接，努力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
设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王和平表示，习主席的主旨演讲
再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海南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
好机遇，多方发力，真抓实干，高水平
高质量推进自贸区建设，分步骤、分阶
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更好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验田的
功能作用，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
户，以更好体现新时代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在海南引发热烈反响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特派记者
罗霞）海南日报记者11月5日在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家贸易投资综合
展（以下简称国家展）看到，国家展中国
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主线进行展示，其中在

“开放”版块，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得到重点介绍。

国家展是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重要内容，共有82个国家、3个国
际组织设立71个展台，展览面积约3
万平方米，各参展国展示国家形象、经

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产品。中国馆
设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等版块，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

在“开放”版块的展板上，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情况得到展
示，其中介绍“2018年4月13日，习近
平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并配上了一

张名为“琼岛新貌”的图片。
海南日报记者在中国馆看到，不

少外国嘉宾来到中国馆参观，详细了
解中国开放等情况，寻求合作机遇。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
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

国家展中国馆介绍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 本报特派记者 罗霞

沃尔沃斯集团有限公司，是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最大的食品和酒类
零售商。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之际，这家公
司准备与海南携手，在农产品、食品等
产品贸易方面深化合作。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沃尔沃斯集团有限公司设置展台进
行形象和产品展示。11月5日，澳大
利亚沃尔沃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冯
平在展台向海南日报记者透露，该公
司将与相关单位合作，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共同建设澳新产业园。

冯平介绍，洋浦澳新产业园的战
略目标是充分发挥洋浦的区位优势
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优势，将洋浦打
造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双
向物流集散地。澳新产业园的主要
任务是将澳大利亚、新西兰优质的农
产品、食品、奶制品、婴幼儿奶粉、日
用品、美妆用品等产品，由沃尔沃斯
集团有限公司安排集运到洋浦。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增添了我

们参与海南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冯平说，沃尔沃斯集团有限公司
是澳大利亚超市行业的领袖，拥
有完善的全球采购系统和种类丰
富的自有品牌。近些年来，沃尔
沃 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通 过 跨 境 电
商、一般贸易等方式，已将相关产
品销往中国，不过受制于中国进
口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一些产品

不能顺利地进入中国。
冯平希望利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契
机，与海南的合作在两大方面实现突
破。一是希望澳大利亚、新西兰更多
的优质产品能顺利进入海南，二是希
望优化贸易方式，降低运营综合成本，
实现更好的发展。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

澳大利亚沃尔沃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冯平透露：

有意在海南建设澳新产业园

海南开放合作
处处有商机
◀上接A01版
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汽车、智能及高端装备、
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

我省不少企业从这些展区中发现合作商
机。海航集团、海南海垦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企业均有意购买相关产品，与相关企业达
成了合作意向，飞机发动机、农产品、日用消费
品等受到重点关注。

新产品新技术受关注
药品器械是我国进口的重点，也是守护百

姓健康的物质基础。“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医药产业需
要走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当前海南医药产业正
面临着转型升级需求，期待着新产品、新技术的
加盟。”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益
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次参会主要有两个目
的，一个是了解医药产业前沿发展情况，与业界
开展交流，另一个是想购买生产设备。

在展会上，陈益智对两款仪器设备很感兴
趣。“希望通过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提高
企业生产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示的新技术、
新产品非常多，逾5000件展品在中国首秀。
比如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汇集了300多家
参展企业，罗氏、阿斯利康、强生、赛诺菲、拜
耳、飞利浦、美敦力、诺和诺德、赛默飞等全球
医药行业巨头纷纷展示前沿高新科技产品。

海南交易团一些企业发现，不少新技术、
新产品在海南存在着合作商机。比如，当前海
南正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作。在汽车展区，进博会吸引了17个国家和地
区的72家汽车业相关企业参展。其中，奥迪首
款量产纯电动SUV e-tron迎来中国首秀。
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一些企业带来最
新的癌症治疗药物和各类新型医疗器械等。

开放助力达成合作
海南海垦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这次

博览会上发现了合作新商机，将与澳大利亚
一家企业开展合作。“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增添了不少国
外企业与海南合作的信心。”海南海垦和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看，海南进口同比
增长8.9%，其中飞机和其他航空器、美容化妆及
护肤品、天然气等产品进口均实现大幅增长。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推进，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潜力将
得到进一步挖掘，美容化妆及护肤品进口等将得
到进一步发展。”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此次博览会上，中免集团、博鳌恒大国
际医院等企业有意与相关企业达成合作。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
关税系统”在马来西亚上线

新华社上海11月 5日电 （记者龚雯 王
鹤）记者5日从正在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获悉，“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
系统”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由
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行中心开发，
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外贸企业提供中国-东
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的一站式查询及应用解
决方案，包括关税税率查询、原产地规则查
询、商品税则查询、检验检疫要求及贸易监管
单证查询等功能，从而帮助企业合法合规地
节约关税成本，享受自贸协定的红利。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是中
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合作的重要务实成果，也是
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APMEN）首个在海外
落地的试点项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
系统”将为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增长做出积极
贡献。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和地区一道，共同促
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将自由贸易的福
利、将中国开放的福利带给企业和人民。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达尔·雷
京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
将帮助马来西亚中小企业优化进出口贸易，促
进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更好地发展。

王受文表示，中国致力于同各国开展互
利互惠的经贸合作，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提出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
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时 间：11月10日（星期六）上午9：30—12：00
主讲人：袁煜明（火币中国CEO，兼任火

币区块链应用研究院院长，清华 x-lab 区块
链公开课程导师，北大创业孵化器区块链创
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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