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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海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丰
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农业市场
前景，结合台湾农业科技、开发经验、
创意营销力等优势，琼台农业合作潜
力无限。”6月1日，台湾大学农学硕
士、中国创意农业美丽乡村联盟智库
专家林雨森在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
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的分论坛——
琼台农业合作论坛上发表如是观点。

当天，来自琼台两地的农业相
关政府部门、企业、协会代表齐聚三
亚，围绕海南乡村振兴发展等话题，
展开深入交流讨论，为推动琼台热

带高效农业合作建言献策。
“近年来，琼台两地农业合作项

目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有力推动着高
端农业技术发展、人才引进，带动海
南农业转型升级。”心想事成文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副董事长树
佩蓉透露，该公司正与三亚市育才生
态区龙密村开展合作，探索打造花卉
示范园区，探索“农业+文创”融合发
展模式，推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

论坛上，如何以农旅深度融合
推动海南乡村振兴，确保实现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也成为
业界人士的关注焦点。“当前，城市
开发逐渐向乡村开发转变，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正加速发展。”中国国
土经济学会休闲农业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吕彦认为，目前海南旅游资
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距离
全域旅游发展目标尚存差距，亟待
围绕农业打造农业休闲体验，围绕
特色村庄打造休闲度假体验，激活
全域资源，带活农业经济。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休闲农业
始于四川、兴于湖南、精于江浙，对
于海南而言，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进程中，要在竞争中做出特色。“海
南要做到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
业振兴。”全国美丽乡村建设联盟副
理事长林荣斌建议，一方面需要培

养、引进农业企业家、乡村职业经理
人、职业新农民等专业人才；同时，
要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打造美丽
乡村的特色文化。

“我们期待着通过推动琼台两
地深入合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带来
新契机。”林雨森说，在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推动下，未来，琼台两地还有望
在AI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农民合
作体系运作、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
销体系、康养产业、休闲度假产业等
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促进农业
提速发展。

（本报三亚6月1日电）

琼台农业合作论坛举行

聚焦乡村振兴 推进合作升级

本报三亚6月1日电（记者徐
慧玲）五洲琼人一家亲，浓浓乡情为
乡土。5月31日，作为2019年三亚
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的
8场分论坛之一——2019世界海商
（三亚）青年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百余名海商代表齐聚一堂，积极
为家乡海南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汇聚海商
智慧，共建美好海南”，设有世界海
商论坛主旨演讲以及对话海商两大
内容板块。与会嘉宾深入探讨如何
利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新机遇，搭
建世界海商资源跨境跨界产业链合

作平台，带动海南创新创业青年合
作交流与发展等内容。

海南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
应该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广东省
海南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
高卫认为，首先可适当放宽国际贸
易限制，在可控条件下转变为岛内
货物和服务免税自由进出以及在
自贸区内自由消费。其次可借鉴
新加坡等地的外汇体制，改善金融
环境，完善离岸金融市场；学习新
加坡等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制
定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等。

在新加坡海南商会会长吴多
深看来，人才是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重要基础。“海南要实施更
多有诚意和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吸
引更多的人才来海南就业创业，不
断创新机制体制让各类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和用得好。”吴多深说，

“目前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有了
很好起步，例如三亚的‘一港三城
一基地’（指南山港、深海科技城、
南繁科技城和大学城以及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我对家乡
海南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018年，海南省接待国内外
游客7627.39万人次。”浙江省海南
商会执行会长李儒月在发表主旨演

讲中说道，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
时代，海南可利用独特的旅游城市
资源，进一步培育本土社交电商平
台以及企业，同时不断完善相关配
套政策，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

论坛上，广东省海南商会等35
个海商社团还举行了“世界海商联
盟”“世界海商中心”发起仪式。据
悉，“世界海商联盟”是2018世界
海商（博鳌）高端论坛达成“博鳌共
识”后的深化实践，旨在推动区域
海商族群和全球海商族群联合，开
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
的合作，共同打造海商平台，共树
海商形象，扩大海商影响力。

关注三亚华洽会

人工智能暨科技创新论坛举行

聚焦行业前沿
分享发展成果

本报三亚6月1日电（记者李艳玫）6月1日
上午，三亚人工智能暨科技创新论坛举行，这是
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8场
分论坛之一。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
业家共聚于此，分享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本次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行业核心
发展趋势，以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的视角，通过
主题演讲、实例分享等形式，探讨如何建设将人工
智能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新零售、物流和供应链
管理、智慧城市、金融信息服务的公共技术平台，
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
起伏后，如今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掀起了应用普及
的新高潮，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一轮的抢位发展
态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统筹实施网络强国战
略、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大力推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卫星导航、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为海
南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重大机遇。

论坛上，腾讯云泛政府行业区域业务中心总
监邹华林带来了题为《腾讯云AI+教育应用场景
分享》的主题演讲，他介绍，传统面授教学正向在
线个性化教学发展，在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支持下，智慧校园应运而生，它可以结合校
园的需求和特点，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各方
主体提供在教学、学习、生活、管理、办公等各类场
景中的应用功能，致力于实现家校与移动互联网
的深度融合。

数字贸易战略论坛嘉宾建言：

海南要创新
数字服务贸易业态模式

本报三亚6月1日电 （记者徐慧玲）6月 1
日，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的
8场分论坛之一——数字贸易战略论坛举行。论
坛上，来自商务部研究院、腾讯、京东等多家企事
业单位代表齐聚鹿城，围绕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
新业态、新模式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积极
为三亚乃至海南打造新型智慧城市献计献策。

此次论坛以“创新发展数字贸易，赋能海南国
际竞争力”为主题，通过主旨演讲和话题讨论等形
式，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数字化的背景下，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过程中如何在数字贸易领域有所突破等内容。

数字贸易是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商务部研
究院原副院长李光辉认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应该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与国内其他自由贸易
试验区形成互补的试点经验。“海南可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人工智能同实体经
济深入融合，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的信息技术科研
基地和技术平台，重点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
康、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形成以数字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推动数字
贸易的快速发展。”李光辉说。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科技振
兴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白津夫从数字贸易支
付和数字贸易关系的角度，为海南发展数字经济
提出建议。“金融开放和创新是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的关键内容之一。”白津夫说，在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支付的数字化是金融数字化的一项
重要内容，海南应当加快金融服务领域的变革，全
面创新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供给更加多样化、精
准化，促进数字贸易服务深入发展。

空天产业论坛举行

解决薄弱环节
共促海南空天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6月1日电（记者梁君穷）6月1日
上午，作为2019年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
洽谈会系列活动之一的空天产业论坛在三亚红树
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0多位国内航空航天领域
知名专家和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以“发展空天
信息产业 助推数字经济建设”为主题，针对空天
信息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海南发展商用航空航天
产业的优势和挑战等多个层面的议题，展开交流
研讨，为海南科学布局航空航天产业建言献策，助
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多个省份都在挖掘自身比较优势，
瞄准商用航天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如何发挥海
南在航天产业上的优势和潜力、培育壮大航天科技
产业，是海南目前发展的破题关键。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执行
院长、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天梁认为，海南发展商业航天应该形成一
个明晰的商业模式，以吸引更多优秀企业落户海
南，并以海南为基地，使商业航天业务走出海南，
布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虽然海南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基础设施还相
对薄弱，产业技术、人才支持等还需要加强，但也有
着明显的先天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海南微纳
星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恩宇认为，应当鼓励商
业公司参与空天产业的全产业链建设，同时加强人
才吸引力度，希望未来可以实现海南星三亚造。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信息管理与发展战略专
家赵新力认为，商用航天产业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
高新技术既有供给侧的属性，也有需求侧的属性，一
方面高新技术可以促进别的产业发展，开拓市场，另
一方面其本身也有产业发展、人才支持的需求。海
南应及时发现并破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障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诗婷 徐慧玲 梁君穷

“通过三亚华洽会，我对三亚城
市发展、营商环境、科技产业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也增进了与三亚市政
府、专家学者的交流沟通。”参加2019
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
会（以下简称“三亚华洽会”），加拿大
四川商会会长、加拿大众和集团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谢尚华收获颇丰。

搭建平台，引凤归巢，5月30日
至6月2日，三亚华洽会在三亚湾红
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近千名华
人华侨、商会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
齐聚鹿城，聚焦三亚城市发展共话
合作，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建
言献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共有28个
国家的华人华侨参与到三亚华洽会
中，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美
国、加拿大为参会人数排名前五的国
家。参会的华人华侨中，最大年龄的
为83岁，最小的29岁。

在新加坡海南商会副会长陈学
汉看来，此次三亚华洽会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从侧面反映出了华人华
侨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高度
关注。“侨团虽然有日常活动和交

流，但是范围有限，三亚华洽会为我
们搭建起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我们
在此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陈学
汉说。

当前，海南正不断调整优化产业
布局，金融业作为推动现代服务业的
重要产业，受到诸多业界人士的关
注。宜信财富首席经济学家李琳认
为，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金融业发展迎来新时期，海南需
要重视国际化建设，在人才引进、项
目落地、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不断发
力，补齐发展短板。

法国乾纳国际发展事务所董事
长韩柘廷很看好三亚建设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引领区，他建议，三亚应找
准城市定位和城市形象，打造现代服
务业与时尚商业相结合的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积极推动旅游业向高端
化、国际化转型升级。

对于三亚发展旅游业，新西兰中
国旅游交流协会会长陈运召认为，关
键要找准自身发展定位，要形成特
色，做成品牌，通过独一无二的魅力
吸引更多的人来三亚旅游。他十分
乐意在新西兰搭建三亚旅游推介平
台，推动两地交流发展。

作为已在三亚投资10年的侨商，
富华国际集团总裁赵勇感受到三亚
市对于投资者的用心与支持，他号召
更多的华人华侨到三亚投资兴业。
他建议三亚打造一个“创新创业生态
圈”，为投资者提供“拎包入户”服务，
让企业带着项目、技术落地，促进当
地产业结构调优升级。

（本报三亚6月1日电）

三亚华洽会吸引28国华人华侨参加

引凤归巢话发展 共建“侨”梁兴海南

世界海商（三亚）青年论坛举行

汇聚海商智慧 共享发展机遇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
世茂集团将全方位
参与海南建设发展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在海南加快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推动下，我们对海南的新发展满
怀期待、充满信心！”5月31日，前
来参加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
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的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
团董事长许荣茂发出如是感慨。

海南近年来在积极促进人才
与技术、经贸洽谈与合作等多方
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令许荣茂印
象深刻，也为他探索华人华侨融
入海南发展建设注入新思考。

“我虽然不是海南人，但每次
来海南考察、度假都有种回到家
乡的亲切感。”许荣茂笑称自己犹
如“半个海南人”，近年来海南快
速发展与巨大变化都令其惊喜。

近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与旅游资源，海南国际
航线网络不断加密、旅游产品供
给日益丰富，旅游产业得到加速
发展。对此许荣茂深有感触：

“我们集团管理着 120 多家酒
店，正着力优化旅游产业布局，
海南旅游产业发展让我们看到
无限潜力。”他认为，海南旅游资
源丰富，并不缺乏优质的旅游
点，但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旅游
产品并不多。海南可进一步发
挥旅游、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打
造景区、酒店、博物馆、写字楼、
文创园等业态相融合的旅游产
品，提升旅游品质与吸引力，促
进旅游消费升级。

华人华侨作为世界经济中具
有活力、实力的重要力量，自改革
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到祖国建设
发展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
用。眼下，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如火如荼，这也让许荣茂看到
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南建设
自贸区自贸港，这对于广大华人
华侨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海南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我们
对海南的新发展满怀期待、充满
信心，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华人华
侨参与到海南建设中，共享海南
发展机遇。”

许荣茂说，世茂集团将全方
位、全过程参与海南的建设发展，
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方面加强沟通交流，寻求
项目合作。同时，也期待海南能
给予华人华侨更多的资源、优惠
政策，通过汇聚全球华人华侨人
才资源，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引领
侨界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海
南故事。

（本报三亚6月1日电）

专访

① 三亚华洽会
人工智能暨科技创
新论坛，与会嘉宾进
行主旨演讲。

② 三亚华洽会
分论坛活动，与会嘉
宾在认真聆听。

③ 三亚华洽会
数字贸易战略论坛,
与会嘉宾交流讨论。

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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