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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上午，站在新加坡港务
局大楼20楼走廊朝南望去，烟雾笼
罩中，惟见新加坡海峡排起了长龙，
靠泊新加坡港等待装卸的巨轮上都
整齐码放着高达十几米的集装箱。
码头上，场桥林立，吊车正在紧张有
序地作业。

去年，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全球
总吞吐量为8100万标准箱，其中在
新加坡港的总吞吐量达3631万标
准箱，是全球第二大港口，仅次于中
国上海港。

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集装箱船
愿意取道新加坡港？除了区位优越
外，这里的营商环境特别是通关效
率令人叹为观止。

“港口每天有9000辆拖车进进
出出，每辆拖车必须在 25秒内通
关，通关手续全部实现自动化及无
纸化。”不方便具名的新加坡港务集
团相关工作人员说，“拖车司机只需
扫描指纹，再通过我们的电脑综合
码头作业系统（CITOS）进行车辆、
司机身份以及舱单验证，就可获得
所需的集装箱的所在位置。闸门下
方也装上了称重仪，可以在司机扫
描指纹的同时称拖车重量，确保与
所呈交的舱单吻合。”

巴西班让码头是新加坡最先进
的码头，其中4、5、6号码头全面使
用自动化轨道式场桥，其中不少场
桥系“中国制造”。海南日报记者坐
车在码头环绕一周，发现堆满了集
装箱的码头极少见到工人，成排高
耸的场桥铭牌上书“上海振华”，没
有驾驶舱的集装箱拖车正在来回倒
车和运输。为了提高自动化水平，
同时应对人力紧缺局面，港口未雨
绸缪进行无人驾驶测试。

据介绍，由于轨道式场桥靠电
力驱动，碳排量也被降至最低。通
过精准的侦测与影像设备以及高端
的电脑系统，自动化轨道式场桥能
准确并安全地搬运集装箱。操作员
只需在控制中心24小时密切监督
自动化轨道式场桥的运作，一旦出
现问题将立即处理。

当前，海南正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积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吸引全世界投资者来琼
投资兴业。新加坡打造全球最佳营
商环境，对海南有着怎样的启发？

顾清扬教授建言海南：优化营
商环境，基础设施等“硬件”要先行，

“软件”和“心件”（民心相通）相互配
合，即实现“硬件+软件+心件”的高

度融合。
新加坡独立学者刘叔铭教授认

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提高自
身竞争力，首先要改善营商环境，全
世界可以投资的地方有很多，为什
么投资者这么喜欢新加坡？因为这
里倡导清廉的文化、追求高效的管
理、汇聚全球高素质的人才。海南
可以通过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新生态，吸引全球投资
者进驻。

赖涯桥认为，“一带一路”建设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的血
脉，互联互通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
五大领域。陆路、海道、口岸、海港
等都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优先
点，终极目标是向五大领域全面推
进，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
大连通。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大背景下，营商环境必将得到改
善，世界将更加紧密联结在一起。

赖涯桥同时指出，海南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一环，又是
中国重点侨乡之一，琼籍华人华侨
遍布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是海南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支不可或

缺的重要依托力量。华人华侨作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
最广泛、最直接的桥梁与纽带，在加
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合作、促进
地区间经贸人文往来方面扮演着日
益显著的重要角色。

波桥影静市声喧，照水银灯夹岸
繁。一个多世纪前，康有为留下
的一首南洋诗，书尽狮城彼
时的风景。100多年后，
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最
富庶的国家之一。
如今，狮城正以其
特有的姿态，续
写南洋传奇。

南海之滨，
在 加 快 推 进
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征
程上，新加坡
的 经 验 值 得
借鉴。

（本报新加坡
9月23日电）

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在
竞争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同时结合本国
特点，独辟蹊径。

“国际竞争特别是科技领域的
竞争日趋激烈，和中国、美国、俄罗
斯相比，基础型创新不是新加坡的
强项，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没法和
中、美、俄相比。”翟星钧博士说，“新
加坡不求颠覆性的创新，而是侧重
在小众之处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优
势，实现应用型或者是实用型创新
和突围。”“小中见大”，对于新加坡
来说，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新加坡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与
其重视教育的国策有着紧密联系。
重视教育的国策提高了新加坡人口
素质，提升了城市竞争力。

“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东西长
50公里，南北长25公里，战斗机一
不小心就飞到邻国去了，尽管如此，
新加坡的天空是无限的，因为新加
坡航空公司的航线遍布全球。”翟星

钧博士说，新加坡樟宜机场不再是
单纯的机场，而是颠覆了机场的概
念。新加坡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愿
景，可谓煞费苦心。“永不满足”，新
加坡人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

2019年3月，新加坡樟宜机场
连续第七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
航空枢纽。樟宜机场以其屋顶游
泳池，两个24小时电影院和购物店
而闻名。樟宜机场是亚洲第四大
货运机场，每周有4000多趟航班，
连接世界57个国家和地区的182
个城市。

在新加坡学习和采访期间，海
南日报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开出难以
拒绝的薪酬，把全世界最顶尖的科
学家招揽至麾下，IBM不明确要求
这批顶尖科学家做什么，而只是“做
梦”。这批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听
就明白了，IBM希望他们不要受传
统思维的束缚，要在新兴或前沿领
域搞出“黑科技”。这就是 IBM的

“白色空间”计划。
新加坡也在实施人才和科技储

备计划。与此不同的是，在科技创
新领域，新加坡并未把焦点放在颠
覆性的创新上，而是谋求通过思维
方式的创新，在应用型创新上取得
突破。

没有自然资源，但有人才，同样
可以富强，人才资源可以弥补自然
资源的缺乏。正是秉持这一理念，

“新加坡不和大国拼硬科技、大科
技，而是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根据自
己的特色和优势，明确方向和目标，
谋求人才和科技储备。”翟星钧博士
说，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
才。许多跨国公司之所以愿意到新
加坡投资，最关键的是这些企业可
以随时在新加坡找到公司发展所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

生物医药行业具有高技术、高
投入、长周期、高风险、高收益的特
点。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想大力
发展生物医药业，但相关领域的跨

国公司一直不愿在新加坡落户。为
吸引生物医药巨头入驻，新加坡加
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投融资
方式，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新加坡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转机
从1997年开启。为了发展医药产
业，新加坡引进了一位很重要的人
才，在这位人才的引领下，新加坡医
药产业逐渐发展壮大。一个占地面
积并不大的纬壹科技城汇聚了全球
医药领域2000多名专家，成为世界
重要的医药产业中心。

“资本和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引进一个产业发展
需要的人才相当于引进一个队伍。”
有新加坡学者如是评价，从早期的
从中国引进“理工男”，到从全球引
进金融人才以及IT人才，新加坡的
科技嫁接机制有效确保了狮城始终
站在科技创新前沿。如今，新加坡
已吸引1.4万家跨国企业落户，超过
4500家公司提供审计、会计和管理
咨询等专业服务。

产业升级 |
铺筑持续发展之路

9月3日下午，随着海口直飞新加坡
的飞机高度开始下降，透过飞机舷窗俯瞰
大海，只见一座小岛被湛蓝的海水簇拥
着，岛上高耸的储油罐密布。这就是世界
知名的化工岛——新加坡裕廊岛，总面
积不足32平方公里，却聚集超过100家
化工企业，包括壳牌、埃克森美孚等世界
级石油化工巨头，产业涵盖炼油、化工、
仓储、物流等石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位于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是新加
坡众多自由贸易港之一。“目前新加坡境
内共有7个自贸港，其中1个以空运货
物为主，另外6个以海运货物为主。”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荣誉研究
员周卫国博士说。

据介绍，从1960年左右开始，新加
坡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
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
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裕廊岛是新加
坡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没有油气
资源的新加坡，却能吸引上百家全球油
气石化龙头企业入驻，从无到有、“无中
生有”发展出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这
是为何？

“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素质
的劳动力，加之政府外向型经济政策的
积极引导，使其成为跨国公司构筑全球
生产体系的理想区位。新加坡产业发展
的历程是适应产业全球化的历程。”横河
机电（亚洲）有限公司全球名誉总裁赖涯
桥博士认为。日本横河机电是比索尼公
司历史还长的跨国公司。

更重要的是，对于引进并做强做大
做优的产业，新加坡居安思危，时刻瞄准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抓住产业发展机遇
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转口贸易升级为海
洋经济服务业，船舶修理业升级为海洋
钻井设备制造业，旅游业升级为MICES
综合度假胜地，金融业升级为现代金融
服务业，外向型加工升级为输出型工业
园区，组屋社区建设升级为输出型生态
城市，垃圾处理升级为清洁能源水资源
产业，石油存储升级为炼油石化制造
业。”周卫国博士如是归纳新加坡近几十
年来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之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先后
经历了劳动密集、技能密集、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知识经济等5个产业升级阶
段，每10年就会进行一次产业升级，不
断升级的产业有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
展。”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顾清扬说，
产业升级的路径是由比较优势的路径决
定的，新加坡国内经济总量小，自然资源
匮乏，规模经济难以形成，惟有与国际经
济融合，在国际竞争中寻找发展的空间。

顾清扬认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
可以向新加坡学习。“外国投资者为什么
到了新加坡就会把心和投资留下？凭什
么让投资者到海南就驻足不走？”他建言
海南在开放中学习，在开放中赢得竞争
力，在开放中获利。“新加坡是开放程度
最高、投资和关税壁垒最低的国家之一，
海南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过程中，同样
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

50多年来，新加坡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50年后，新加坡的竞争力来自哪里？
如果方向走错了，新加坡下一个50年可能就
没有了！”在狮城长期从事机器人与自动化
等领域研究的翟星钧博士自我反问道。新
加坡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推动下，新加
坡主动辨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
业链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在一个开放的
国际经济环境中选定战略性产业发展。
新加坡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而新加坡
转型路上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在世界经济
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定位。

A

科技创新 | 锻造全球竞争利器

C “三件”融合 |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无中生有”立根基“小中见大”开新局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建设①

成就大事业需要大视野，奋斗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一项
伟大创举，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目标是打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使命既光荣又艰巨，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开阔视野、加强学习、提升本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本报推出“自贸观察·视野”版，着力介绍国
内外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先进做法、成功经验，以资各方借鉴，敬请关注。

视野自贸观察 眺 望 全 球 对 标 一 流

这里没有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地
下几乎没有任何矿产，甚至连淡水资源
都严重缺乏。

这个面积只有约720平方公里的狭
小国土，战斗机起飞5分钟，一不小心就
可能飞到了国外。

除了几乎没有台风，这里并不天生
丽质。然而，正是这个岛国，短短数十年
就从190户渔村发展到拥有595万人口
的国际大都会，成功打造出世界岛屿经
济体发展的现代样板，是亚太地区最大
的转口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系国际公认较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

这里是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半岛
最南端，一个典型的岛屿国家。初秋时
节，在海南省委宣传部的组织安排下，海
南日报记者团参加海南省第二期新闻媒
体从业人员自由贸易港知识（新加坡）培
训班，得以一窥狮城在建设自由贸易港
等方面的成功秘诀。

新加坡着力营造
未来营商环境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
报告2018中，新加坡营商环境排
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新西兰。面对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数字科技
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变
局，新加坡计划采取应对策略以营
造一个良好营商环境。

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
资，实施了极具竞争力的税率和税
法，并针对石油化工、电子业、清洁
能源等支柱性产业落实了全面的、
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方针。对于知
识密集型产业，新加坡政府推出了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时，新加
坡在法律仲裁方面具有的优势也
是其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新加坡政府还积极出台各种
措施，专门扶持创新型企业在当地
发展，营造出适合创新的营商环
境。金融科技是新加坡重点扶持
对象。该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加
强对这一行业的支持。目前，新加
坡金管局在限定的业务范围内，简
化金融科技市场准入标准与门槛，
在确保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机
构将各种金融科技创新业务迅速落

地，随后根据这些业务运营情况，
决定是否推广。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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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梁振君 丁静

图为新加坡港
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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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港集装箱

吞吐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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