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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海南发展空间广阔，开放
领域不断扩大，投资门槛不

断降低，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人员往来更加便

利，未来可期。”9月
2日，在 2019 年
海 南 自 贸 区
（港）产业园

区投资合

作大会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曹宏瑛如是表示。

曹宏瑛长期关注海南发展。他
指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
来，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的基础上，中央各部委和
海南省共同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
实施方案，逐步形成了“1+N”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政策体系。除此以外，中
央还赋予海南30条特殊政策，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立法步伐也在日益

加快。这些是海南的优势条件，也是
海南的吸引力。未来，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加速跑”，离不开大力引进外资、
高质量引进外资工作。

曹宏瑛介绍，我国修订出台新
《外商投资法》，通过加快研究制定
配套法规和规章，建立和完善外商
投资促进机制；新修订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
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放，推

进外商投资自由；发布《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促进外资
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投资，
一系列措施有力加强和促进了外商
投资，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工作力
度，积极构建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
的政策体系。

在曹宏瑛看来，这一系列政策措
施，为吸引外资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

供制度保障和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我们将一如既往发挥中介桥梁纽带
作用，积极开展跨国公司与海南的对
接洽谈活动，引导更多跨国公司、投
资企业关注海南，了解海南，为投资
海南的外商企业做好外资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等信息咨询服务，推动项目
落地，实现企业与海南合作共赢。”曹
宏瑛说。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 本报记者 罗霞

5个月前，来海南参加博鳌亚洲
论坛2019年年会的哈斯基能源公
司亚太区首席运营官罗伯特·辛克，
在与省领导座谈交流时说，“哈斯基
能源公司全球会议即将召开，我将
把海南的情况在会上进行介绍，我
非常期待我们的合作。”

此次来海南参加2019海南自
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的
罗伯特·辛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在哈斯基能源公司全球会议上推介

了海南，大家对深化与海南合作非
常感兴趣，哈斯基能源公司将在海
南推行新的合作计划。

哈斯基能源公司是加拿大最大
的综合性石油公司之一。2002年，
该公司进入国内的能源开发领域，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些年
来，哈斯基与中海油有着长期良好
的合作关系。

“当前海南面临着很大发展机
遇，哈斯基能源公司希望抓住机遇，
把哈斯基与海南的合作打造成中加
合作典范。”罗伯特·辛克说。

罗伯特·辛克说，哈斯基希望积
极参与我省能源勘探开发，利用好
海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力的
税收优惠和便利的出入境政策等优
势，实现更大的发展。海南正在积
极从资源、市场、成本、营商环境等
方面助力企业优化发展，进一步增
强了企业投资海南的信心。

从海南来看，海南正大力建设
覆盖全省的天然气网，实施“气化海
南”工程。希望哈斯基能源公司能
围绕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的定位，在提供安全、高效的清洁能

源方面与海南开展合作，同时建议
哈斯基能源公司将海南作为哈斯基
能源亚太运营总部。

这两日，罗伯特·辛克除参加
2019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
资合作大会外，还到马村港等地考
察，计划与中海油深化合作，加大在
海南的投资开发力度。

“我们希望利用自身的技术等
优势，在海南扎实投身于能源行业，
通过开发生产天然气等项目，参与
海南发展。”罗伯特·辛克说。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立足于‘城市超级大脑’建设，
腾讯与海南将联合构建更加完善的
数字化生态。”9月2日上午，在2019
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
大会上，腾讯副总裁张纾翔明确了跟
海南合作的进一步方向。

张纾翔介绍，腾讯与海南有着
深厚的合作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
础，海南也是全国首批与腾讯公司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省份之一。
2018年以来，海南迎来新的战

略定位，这不仅优化了海南的投资营
商环境，也为腾讯与海南的战略合作
持续走向深入，提供了更加良好的环
境基础。今年，腾讯与三亚市政府商
定在“城市超级大脑”“产业发展合
作”“产业空间支持”“城市品牌宣传”
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从最开始优势产业的互补合
作，到共同布局谋划、加快推进海南

全省数字城市的发展，腾讯与海南
的战略合作内容从单一走向多元，
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企业生态环境
不断优化。从全局生态的视角，不
断赋予城市发展新的价值。”张纾翔
说，立足于“城市超级大脑”建设，腾
讯与海南将联合构建更加完善的数
字化生态，并发挥腾讯的数字能力
与智慧产业，融入海南城市发展的
血脉中。

张纾翔认为，海南之所以吸引

腾讯在内的众多企业来投资发展，
除了政策优势，“亲、清”的政企关
系，“优、快”的营商环境，高效、快
捷的办事效率，以及便利、周全的悉
心服务，也提供了企业所需要的硬
支撑。

张纾翔表示，将进一步发挥腾
讯连接能力，构筑起以互联网高新
产业为未来方向的合作平台，扎根
海南，支持海南的发展建设。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 本报记者 罗霞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是海南
的好朋友，此次带队参加2019海南
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一下飞机便到海南一些园区考察。

“复星非常看好海南的发展，希
望能在海南做更多的事、抓住更多
的机会，与海南共发展。”近两日，无
论是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还是在大会上，郭广昌均分享了他
与海南的故事，表达了深化复星与
海南合作的意愿。

截至目前，复星在海南累计投
资已超300亿元。“对于复星发展而

言，海南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复
星早就把自己当成是一家海南企
业，我也把自己当作是一名来自海
南的企业工作者。”郭广昌说。

当前，如何深化复星与海南的
合作？郭广昌说，经过考察和思考
形成了三个观点。围绕这些观点，
复星正着手在一些领域进行布局。

第一个观点是：海南旅游业发
展仍然存在巨大机会，特别是能够
满足国际高端游客和家庭需求的产
品仍有不小发展空间。

“海南缺高端游客，缺适合高端
游客、家庭游客度假需求的产品。”郭
广昌介绍，复星正筹划在三亚海棠湾

进一步加大投资，引入更多适合外国
高端游客和国内家庭消费的元素。

第二个观点是：整合汇聚全球
资源和人才，将成为海南发展的巨大
助力。

“海南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整
合全球最优质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
才，并引入更多全球优秀公司的区域
总部来发展。”郭广昌说，复星支持海
南矿业完成了对洛克石油的整合，决
定将洛克石油的亚太总部落户海
南。同时，海南矿业正在积极推进对
国内其他矿业项目的整合，以及对行
业中优秀人才资源的整合。

第三个观点是：借助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契机，大力推动数字海南
的落地和实践。

此次来琼，郭广昌考察了海南
生态软件园等地，颇有收获。

“未来最受瞩目的，应当是有深
度产业积累的企业嫁接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数字科技后产生的‘新物
种’。”郭广昌说，复星正谋划在海南
布局“健康+科技”和“金融+科技”领
域的项目。

“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
是要有与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和法
治环境。”郭广昌希望海南加强在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立法研
究。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民营企业参与海南产业园区建设
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抓住机遇、积极
融入”。9月2日，在2019年海南自贸
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上，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黄荣对民营企业

参与海南园区建设表达了希冀。
“民营企业要深刻认识海南抓产业

园区建设的内涵，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大
量商机。”黄荣表示，海南产业园区建设
的政策支持体系、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放管服改革服务体系正逐步完善，这为
民营企业参与产业园区建设奠定了良

好基础，特别是这些产业园区正处于腾
飞的初始阶段，潜力巨大，民营企业一
定要抓住这一机遇。

黄荣介绍，截至2018年，全国建立
各类产业园区约2.5万个，对我国经济
贡献达到3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发
展产业园的重要性。产业园区是产业

集聚的载体，在海南以“三区一中心”为
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产业园区是重要
的战略支撑。

“民营企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与专
长，融入产业园区建设中。”在黄荣看
来，把握机遇的关键，是要参与其中。

如何参与？黄荣指出，要注重发挥
大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大中小企业的
联动作用，努力打造园区产业生态链，
并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此外，民营企
业可多到海南各地调研考察，进一步了
解海南、认识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
南，把企业发展融入于海南发展之中。

“此外，全国工商联各直属商会也
将积极发挥商会的平台优势，组织会员
企业抱团来海南考察对接，在海南安排
商会的展会、论坛等活动，在为企业发
展寻得新商机的同时，也为海南产业园
区建设作出贡献。”黄荣表示。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黄荣：

要把企业发展融入海南发展之中

■ 本报记者 罗霞

“能给我一些部门负责人的联系
方式吗？我们想早点在海南落地商
业项目等。”来琼参加2019海南自贸
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的香
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智，9月
2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两天，陈智参加了此次大会的

多场推介会等活动，四处寻找商机。
“大会的信息量很大，我们发现

了一些比较优质的投资项目，准备进
一步与相关单位对接。”陈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铜锣湾集团希望在海南
投资城市综合体、商业步行街、文化
旅游特色街区等项目，建设高端商业
地产和文化旅游地产。

香港铜锣湾集团是一家专业性

大型商业地产企业。目前，“铜锣湾
广场”城市综合体、商业步行街、
MALL等业态已遍布全国100多个
城市，投资项目近140个。近年来，
该集团进军文化旅游地产领域，在文
化旅游特色街区、古城古镇、特色小
镇业态上发展迅速。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契
机，进驻海南。海南发展得这么好，

还正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发展利
好不断，我们很希望参与海南的发
展。”陈智表示。

对于海南商业发展，陈智认为发
展潜力有待积极挖掘。“海南商业非
常缺大型的、有特色的商业项目。”陈
智建议海南引进大的品牌企业参与
海南商业发展，增加高端商业供给，
不断丰富商业业态。

在迎合旅游消费需求方面，陈智
认为要优化城市环境，加强城市建
设，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发展。

营商环境是陈智比较关注的方
面。在他看来，增强基层干部的优化
营商环境意识很重要。“海南营商环
境正不断优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
营商环境建设中，共同助力海南发
展。”陈智说。（本报海口9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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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2019海南自贸区（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曹宏瑛：

搭建“桥梁”让更多外企投资海南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复星将在海南布局“健康+科技”“金融+科技”

哈斯基能源公司亚太区首席运营官罗伯特·辛克：

期待与海南合作成为中加合作典范

腾讯副总裁张纾翔：

将与海南联合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生态

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智：

引进大品牌 增加高端商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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