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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的故事

3月26日，巴林投资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哈
茨·本-盖茨（中）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会客厅品
尝海南特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3月26日，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贺达在琼海
市博鳌国家农业公园“稻田茶韵”驿站品尝海南椰子。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 26日，索尼集团董事、索尼集团中国总代表
根本章二（右）在琼海市博鳌国家农业公园“稻田茶
韵”驿站。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26日，嘉吉投资（中国）亚太区总裁安博泰（右）利用会议间隙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参观。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3 月 26 日，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桑迪
普·索马尼在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接受媒体
采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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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会客厅

■ 本报观察员 况昌勋

伴着渔船的马达声，闻着水稻的清
香，尝着乡村的点心，品着海南的咖啡
……在如画的环境中、轻松的氛围里，谈
笑之间敲定了合作事项。这场被称为

“美丽乡村会客厅”的招商引资活动，26
日一开场，就赢得了各方赞誉。

今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
键之年，海南将全力推动中央支持海南
的一系列重要政策落地。但是，好的政
策，需要好的市场主体共同落实。市场

主体少，尤其是具有国际化运作能力的
企业少，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短板。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外商云集，成为海南引进境外
企业的绝好资源。如何借助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这一平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成
为一道课题。

以往“一对多”的大型招商会，容易
大而化之，“曲终”则“人散”，难以达到精
准对接的目的。以往西装革履、正式会
议场所里的会见，容易礼待有余、沟通不
足，客套有余、亲密不足，难以达到敞开心
扉、推动务实合作的目的。

创新招商活动，提高招商质量，是海
南补齐市场主体少这一短板的第一步。

于是，海南今年将博鳌镇南强村、沙美
村、农业公园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
以茶叙、田园漫步等形式，开展省领导

“一对一”精准招商活动。
休闲的洽谈环境，拉近了主客之间

的距离，让外商看到了海南的诚心。在
一场场招商洽谈中，双方合作方向从模
糊到清晰，合作事项从概念到项目。外
商们都评价说，洽谈务实，收获颇丰！

今天的洽谈成果，需要明天的跟进
落实。市场主体引进，招商工作只是开
始，引入后的服务更加重要，要形成引入
企业在投资审批时得到一条龙服务，在
建设过程中得到全方位服务，在企业开
工投产后得到经常性服务。为了更好地

引进外资、服务外商，海南创新体制机
制，以法人机构的形式成立了海南省国
际经济发展局，专司国际企业服务，承担
国际推介、招商代理、引进外资等职责。
这次招商活动，就是海南省国际经济发
展局的“第一仗”。

吸引企业、留住企业、发展企业、
培育企业，关键是要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高度重视营商环境，连续两年将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内容写进了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营商环境应该和生
态环境一起，成为海南的“两大本钱”
和核心竞争力。

海南各级政府应该要把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政府365天的日常工作。谈

起营商环境，以往很多人会联想到硬优
惠，例如减免税收、财政补贴、以优惠价
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等。海南优化营商
环境不能追求优惠政策“洼地”，而是要
着力打造软环境“高地”。

所谓软环境，宏观方面致力于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微观方面突出公
平、高效、透明和可预期。具体而言，例
如优化政府服务管理、鼓励和支持企业
创新、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引进
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
人文环境等。

优化营商环境，也不能只把重点放在
缩短审批时间上，还要营造公平可预期的

市场环境。正如有外商提出的，相比几天
还是几个星期能注册好公司，他们更加关
注外资能否拥有公平竞争环境和合理的
市场预期。现实生活中，市场“玻璃门”

“弹簧门”“旋转门”依然存在，这些隐形障
碍是看不见的，恰恰是决定营商环境优劣
的重要因素。

本报观察员注意到，这次“一对一”
招商活动的场所，都设在美丽乡村的半
开放式的亭子之下。这既体现了海南
对外开放的姿态和欢迎全球投资者的
诚心，也似乎昭示着海南打破“玻璃门”

“弹簧门”“旋转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的决心。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美丽乡村里的会客之道
博鳌观察

◀上接A01版
同一个酒店品牌，联系起“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两端，也昭示着海南与
三地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访问团所到之处，东道主倒履相
迎。刘赐贵在三地分别会见了阿联酋经
济部长曼苏里、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三地政
商界人士进行深入交流。

无论与海南颇多交集的陈振声、林
郑月娥，还是从未到访过海南的曼苏里，
都熟稔地指出，“海南在中国乃至世界版
图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关注海南，是因为关注中国；关注中
国，不能不关注海南。

曼苏里专程从首都阿布扎比赶到迪
拜，会见刘赐贵一行。他表示，习近平主
席去年在博鳌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体现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领导人的气魄与担当；之后又宣布
在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这非常及时而且重要，彰显了中国推进
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与信心。

志相合，情相近。一个坚定贯彻落实
重大国家战略、锚定自由贸易港目标的海
南，受到了三地政府、企业的一致欢迎，迅
速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开通空中直航、
建立交往机制、交流专业人才、落实合作

项目……这才有了迪拜企业高管的迅速
回访考察。新加坡盛裕集团、迪拜国际金
融中心等企业的考察也将接踵而至。

据省委外事办负责人透露，阿联酋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在了解海南有关
情况后，也表达了适当时候到访海南的
意愿。

“不仅自贸区，我们欢迎和海南开展
所有领域的合作。”正如曼苏里等三地政
要所指出的，在全球贸易遇到种种困难
的时刻，海南加入自由贸易港的行列，必
将为自由贸易港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为
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打开新的窗口。

对标国际
“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的轮廓跃

然眼前

陈振声在会见时说，海南有十分巨
大的潜能和很大的发展空间，前景非常
广阔，只要充分利用好国家赋予的政策，
重点发力，就会有效带动整体发展。

这个重点是什么？大家的共识是以
开放为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
指出，“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
的开放形态。”走遍三地的园区、机场、港
口、重点企业、金融机构……在深入调研

中，海南对这个建设自由贸易港必须达
到的“硬指标”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深
刻的理解。

街头随处可见的外国人，折射着三
地对人员、货物、资金实行高度开放、高
度自由的政策，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
——刘赐贵指出，回顾三地的发展历程，
无不是在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充分
吸引利用国际资本资源的过程中发展壮
大起来的。开放使人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时代潮流。海
南必须在招商引才中更加注重引进外
资，更加注重引进国际人才，加快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国际人才、资本和物流的聚集，也是
科学的规划管控、成熟的法律体系、优良
的营商环境、一流的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刘赐贵专
门指示访问团成员组成3个专题小组，对
三地的规划和土地制度、金融开放与监
管、自贸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等有关情况
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专题考察成果。

进一步探究，三地早在多年前就注
意找准战略定位，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为高水平开放提供了
根本支撑。

让访问团印象深刻的迪拜，有世界

上最高的大楼、最豪华的酒店，拥有世界
最庞大空客380机队的航空公司……他
们没有陷入石油“资源的诅咒”，而是通
过大力发展旅游、航空、地产、金融服务
等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石油产业
从30年前占迪拜地区生产总值的50%
下降到目前仅占1%左右。

尽管三地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各有
特色，但“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应有轮
廓已跃然眼前。

学习这些经验，海南更有信心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以高度开放实现赢得跨越发
展、担当国家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刘赐贵说，这也更加深刻地印证了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决策英明。

中国特色
把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

方向

迪拜、新加坡、香港，都在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创造了各自的经济奇迹。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既要充分借鉴国
际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又不能全盘
照搬。海南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把自由贸易港建设得更好，创

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
这是访问团始终在深思的问题。
建设自由贸易港，每一步都要服从

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在考察香港机场
时，刘赐贵与机场管理局负责人探讨，在
目前平均每天约6个航班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密香港与海南的航班，打造琼港“空
中快线”。他分析说，海南岛四面环海，
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空中、海上互
联互通至关重要，必须加快落实加密海
南直达全球主要客源地的国际航线，打
造4小时、8小时飞行经济圈。

双方的观念不谋而合。“香港和海南
优势互补，我们要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服
务好国家战略。”林郑月娥在会见时表
示，习近平主席决策在海南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是重大国家战略，这不只是海
南自身的事情，海南发展好了，有利于扩
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越是深入调查研究，越是广泛交流
比较，访问团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理解
就越是清晰笃定。

——走过海岛，我们看到：海南全岛
面积是迪拜的8.6倍、香港的32倍、新加
坡的49倍，同样是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
有更丰富的资源、更广阔的空间建设自
由贸易港，同时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
城化”规划建设，把占80%土地、60%的

人口的农村地区也好好发展起来，就能
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争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走过沙漠，我们看到：海南的良
好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有条件更好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
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

——走过两大洋，我们看到：“一带
一路”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
的真情响应，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更有
助于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支点，让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新机遇、共
创新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必然是开放
程度更高、安全监管更严、公平正义彰显
的自由贸易港。

刘赐贵指出，这一切的蓝图擘画和
信心来源，最根本的是有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指
导。我们一定能分阶段、分步骤探索建
立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一定
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好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的实
践，一往无前。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

携手自由贸易港 走向最开放形态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将沙美村、南强村等具有代表性的海南美丽乡村作为外
事会见、招商茶叙、田园漫步的活动场所。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纷纷作客“美丽乡村会
客厅”，他们围绕“共同命运 共同行动 共同发展”这一主题深入交流、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