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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为此，海南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
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从岛屿地区发展经验看，岛屿经济体
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放。海南作为欠发达
地区，经济体量小，地理单元独立，互联互
通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开放就是海
南的生命线。

在3月27日举行的分论坛上，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时表示，服务业
的全面开放是最务实的一个步骤，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服务业的高度开放应
该是可以率先实现的，服务业的全面开放
是海南从自贸区走向自贸港最务实的一
个行动步骤，比如说从旅游业的开放到医
疗产业的开放，从教育产业的开放到物流
的开放以及到金融和科技应用下数字的
开放，这些都对海南极为重要。“加快推进
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进程，既能尽快形
成海南扩大开放的新优势，又能明显提升
海南的产业发展基础。没有产业大开放
就没有产业大发展。海南30多年的发展
经验表明，产业基础薄弱是制约海南发展
的突出问题。”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范恒
山建议，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探索在总
体上要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是
不要让目标功能太杂，使探索使命不堪承
受之重。他认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要实现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高地、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典范、绿色发展的试验区等三
个方面的目标。二是不要让内容太重优
惠，使探索方向出现扭曲变形，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体制机制探索
上，特别是对标国际通行做法，遵循国际
惯例方面，摸清楚海南的差距在哪里。三
是不要让操作头绪太多，使探索重点失之
纷繁复杂。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抓住建
立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等两个重点，包括实施同等的财税金
融政策、保护知识产权、打破市场垄断，建
立公平公正市场机制等。四是不要让视
野过窄，使探索借鉴只局限在个别特殊地
区，可以把学习的眼光放得更宽一些、更
远一点，包括学习国内一些地区以及纽
约、东京、旧金山大湾区等国外其他地区
的经验。

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
破。短短十几年，博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
中心，成为我国主场外交重要舞台和展示
改革发展成就的窗口之一。

海南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地，就是
要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这块国家“试验
田”，打造成制度创新高地，开展更多“首
创性”的探索和试验，为全面推进“一带一
路”共建、推动经济全球化、实现与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打造展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的窗口作出更多独特贡献。

海南，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
世界！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春和景明之时，位于
三江汇聚入海口处的博鳌
小镇，又迎来一年一度的
高光时刻。

和以往有所不同的
是，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东
道地，去年刚刚“三十而
立”的海南，肩上又多了一
项“国家使命”，即全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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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骤、
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
策和制度体系。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9年年会上，自贸区与
自贸港建设成为关注的
热词，主办方适时设置了
多个分论坛，话题也与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有关，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贡献“博鳌智慧”“博鳌
方案”。

作为中国新一轮对外
开放的标志性探索，海南
如何借力博鳌亚洲论坛
平台，服务好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如何对标国际，努
力打造全球最高水平开
放形态？推进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应该如何做到
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为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贡献海南智慧和海南方
案……这些都是值得海
南及时思考和重点把握
的关键所在。

让“田园风”
遇上“国际范儿”
海南特色巧妙植入，确保海南
元素通过论坛年会全过程、全
方位展现，让全世界嘉宾感受
海南的美好

作为一名“老兵”，省委外办（省外
事办）主任王胜见证了海南在服务保障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过程中与论坛的
共同成长。在他看来，博鳌亚洲论坛与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具备融合式发展
的天然条件。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初衷就是为
了谋求各国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谋求
更广泛的政商学媒界的对话交流，这与
海南推进自贸港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目
标一致，二者亦可相辅相成，实现共同
发展。”王胜指出，论坛选址海南就决定
了二者在对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上的
追求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论坛与海
南建设“三区一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方
向不谋而合。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借力论
坛平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抓紧研究提出自
贸港建设的政策与制度体系，确定建设
路线图和时间表，对加快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为了宣介海南全岛建设自
贸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一流营商环境，
让出席本届年会的政商嘉宾在深度体
验海南优美自然环境、独特民俗文化的
同时，让美丽乡村的居民也能够参与到
论坛年会，我省今年策划将博鳌沙美
村、南强村等美丽乡村作为省领导外事
会见、招商餐叙、田园漫步的活动场所，
开展“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外事引资
活动，让“田园风”遇上“国际范儿”。

“我一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开阔
的洽谈环境，感觉非常好。在开放的海
南，我们期待能与海南加强多领域合作，
实现更大的发展。”3月26日，目睹博鳌
国家农业公园椰青争翠的田园风光，索
尼集团董事、索尼集团中国总代表根本
章二由衷说道。

除了在论坛年会框架下继续举办三
场海南主题分论坛，海南还在多个环节、
点位谋划音乐、图片、美食、黎族苗族文
化等海南特色文化的巧妙植入，确保海
南元素通过论坛年会全过程、全方位展
现，让全世界嘉宾感受海南的美好。

王胜透露，我省还将用好“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为世
界岛屿经济体共同应对挑战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继续办好华商领袖与智库
圆桌会议，凝聚侨商参与“一带一路”
和海南自贸区建设共识；办好南海合
作分论坛，为推动海上务实合作提供
智力支撑。

海南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如何
与国际接轨，如何才能发展得更好，是博
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中的一项重要
议题。

对此，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秘书长李保
东指出，论坛将发挥拥有全球多方面资源
等优势，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
智力支持。今年年会为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特别设置了专题论坛，邀请国际上一些
著名港口城市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

3月 27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国际
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厅，主题为“自贸
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中国实践与国际
经验”分论坛在此举行，与会的国内外政
商学界嘉宾围绕上述话题展开智慧碰
撞，贡献真知灼见。

众所周知，迪拜、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都是当今世界最知名最成功的自由贸易
港，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已有不少成熟的经
验，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如何对标国际？

专家指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一方面要坚持全球视野，对标国际通行规
则，结合海南自身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
建设、制度创新、全要素开放等方面对标
新加坡、荷兰鹿特丹等地先进标准，另一
方面也要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与
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营规则，努力将
自身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
主任魏建国就如何借鉴迪拜的经验指
出，阿联酋的未来将着重打造全球最佳

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最好的旅游项
目。在这方面，海南应该有大胆的想法。

位于美国加州的“硅谷”是世界科技
创新领域的标杆，当全世界都在争相模
仿“硅谷”模式的时候，以超级紧密型科
研模式为最大亮点的波士顿正在低调崛
起。这两年来，无论是从业人员抑或是
美国科技媒体都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
势，那就是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正投入美
国东海岸城市波士顿的怀抱，不少世界
著名的科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等都已
在波士顿安营扎寨。特别是在生命科学
技术领域，波士顿的生物产业集群正快
速赶超“硅谷”，集群效应的凸显也让波
士顿吸引了美国国内最为丰沛的生物科
技创投资金。

波士顿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如果你现在去美国，你会发现，波士

顿已经成为许多科技创新公司的首选之
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可以提供优
质的人居环境。”3月27日，美国奥尔布赖
特石桥集团董事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在博
鳌出席“对话思想者——革新与开放：亚
洲经济的新活力”分论坛时，向与会嘉宾
介绍波士顿的成功经验。2005年至2009
年，古铁雷斯曾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多
年的商业领域经验让他对全球商业具有
敏锐洞察力。

古铁雷斯3月27日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专访时分享了他眼中的优质人居环
境。“优质的人居环境不仅包括了优美的
自然环境，医疗等相关配套都十分重要。”
他说，海南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利
用这一优势打造优质人居环境是目前需
要着力去做的，有了优质的环境，人们才
会在此聚集，才能吸引来青年人才。

以思想大解放实现改革大突破
海南作为欠发达地区，经济体量小，地理单元
独立，开放就是海南的生命线

大视野打开的格局
对标国际：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注入“博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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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博鳌亚洲论坛会址。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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