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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遇 世界共享自贸观察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紧张有序的工作、充实安逸的生活，
走在校园中的王虎，就像海南每一个奋
斗着的“90后”一样，在自贸区开放发展
的浪潮中，寻找机遇。

“特别高兴可以通过自己的中文特
长，去发现海南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利
用这个优势，为柬埔寨与海南之间的往
来贡献一己之力。”近日，海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的柬埔寨语老师王虎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用流利的中文分享他
在海南两年多来的工作与生活经历。

“柬中友谊源远流长，这几年，随着
两国间交往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
国游客和企业家来到柬埔寨，会讲中文
意味着你在柬埔寨可以拥有更多发展机
遇。”王虎清楚地记得，他是从2013年6
月25日开始学习中文，因为6月25日是
他的生日。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也成
就了他与中国的缘分。

那时，王虎还是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专业大三的学生。凭着天赋和
努力，加上柬埔寨浓厚的中文学习氛围，
学习中文仅一年后，王虎就一举拿下“汉
语桥”比赛柬埔寨赛区第二名的好成绩，
并因此进入当地孔子学院成为院长助理。

“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份好工作，但后
来我对中国的文化以及柬中关系的发展
逐渐产生兴趣。”王虎说。

本科毕业后，他又读了经济学硕士
课程，随后进入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所
从事研究工作。2016年，王虎成为了中
山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
生。值得一提的是，虽还未到海南，他却
对这里饶有兴趣。

近年来，海南与柬埔寨间的往来愈
发密切，海南的院校与王虎的母校建立
合作机制，“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等
活动的开展大大提升了海南在柬埔寨的
知名度。

“在导师的建议下，我决定聚焦柬中
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领域，于是将目光放
在了柬埔寨与海南的往来上。”王虎笑着
说，他研究海南与“海南鸡饭”密不可分：

“柬埔寨贡布省有一道名菜是海南鸡饭，
我是学习农业经济专业的，所以就格外
留意到这点。原来，20世纪60年代开
始，这里就居住了大量海南人。”

服务海南发展需要，海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开设了多个东盟国家语种专业。
2017年8月，在海南的柬埔寨朋友告诉
王虎，学校需要一名柬埔寨语老师，对海
南“早有图谋”的王虎毫不犹豫就申请了
休学，来到了海南。

“这里气候、景观和柬埔寨很像。”王
虎很快就融入了海南的生活。教学之
余，他走访了海南多个市县，了解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他笑称：“经常去市县调
研，我的普通话口音都被海南的阿叔阿
婶们带‘偏’了。”

王虎对海南和柬埔寨在农业领域
的交流合作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
还经常前往海口、三亚、临高等地，与
前来旅游的柬埔寨游客和去过柬埔寨
旅游的中国游客聊天，了解他们的体
验和需求。

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王虎还将许
多有关中国、海南的资料翻译成了柬埔
寨语。眼下，他正在认真阅读有关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书籍。

“在海南如火如荼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之际，柬埔寨领事馆开馆，我希望以
此为契机，推动两地学生、企业家们展开
更多的交往。”王虎高兴地说，领事馆开
馆时，他就在现场担任翻译。

王虎在柬埔寨孔子学院工作时认识
的中国女朋友，如今也来到了海南。计
划在此常住的王虎笑着说，他希望能在
海南开一间柬埔寨餐厅，让更多海南朋
友了解柬埔寨的魅力。

（本报文城11月5日电）

10月底的一天，在海口全球贸易
之窗大厦6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柱玲
（海南自贸区）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
金秀珉和她的几个同事坐在各自的
办公桌前，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电
脑上处理业务。

“我们已经开始做服装贸易等业
务，同时在帮助20多家韩国企业入驻
全球贸易之窗。”金秀珉用手指了指
楼上，对海南日报记者说，“12层和
13层都被我们租下了，大约3600平
方米，正准备装修。”

柱玲（海南自贸区）贸易有限公
司是一家韩资企业，于今年9月在海
口注册成立并入驻全球贸易之窗。
与该公司一同签约入驻全球贸易之
窗的，还有20多家韩国企业，涉及贸
易、服务、医美、健康等多个领域。

全球贸易之窗位于海口市大英
山CBD核心区，是我省“百国千企”计
划的首个载体，主要引入外商投资、
外国（地区）企业及外国（地区）企业
在华常驻代表机构，通过集中提供公
共服务和商机对接，促进境外各类贸
易型企业集聚发展。在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海南积极推进

“百国千企”计划，引导外资贸易型企
业集聚。今年6月，全球贸易之窗正
式投入运营，对接引进银行、贸易综
合服务公司及中介服务机构，已聘请
国际知名公司作为首席招商代理和
物业服务单位。此外，各国美食员工
餐厅即将投入使用，满足入驻企业商
务、生活等各类需要。

金秀珉在韩国设立的企业主要
开展医疗美容、贸易等业务，属于韩
国中小企业进出口协会会员单位。
今年7月，经省外办引资推介，金秀珉
得知全球贸易之窗的招商信息。发
现商机的她，立刻将这一信息分享给
韩国中小企业进出口协会其他会员
单位，引起不少企业的兴趣。

当月，金秀珉和三家韩国企业负
责人从韩国来到全球贸易之窗考察，
十来天后，十几家韩国企业来到全球
贸易之窗考察；9月底，韩国中小企业
进出口协会及27家韩国企业签约入
驻海口全球贸易之窗大厦……一切
进展得很快、很顺利。

“韩国企业十分看好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的发展前景，到海南寻求
合作的意愿强烈。大家希望以此次
入驻全球贸易之窗为契机，共享海南
发展机遇。”韩国中小企业进出口协
会副会长崔今姬说。

这不是这些韩国企业首次走出
国门设立企业，他们的“闯世界”经历
很丰富。有的曾在中国其他城市设
立企业，有的在迪拜等地发展贸易。
在他们眼中，此次进驻海南意义重
大。

“我们希望更好地为海南客户服
务，期待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海南
走向世界。”金秀珉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准备在海口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和商品贸易等业务。

上个月，海南自贸区全球贸易之
窗项目暨外商投资合作（广州）推介
洽谈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海
南商会与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
限公司签下全球贸易之窗租赁意向
书，广东省海南商会48家企业有意携
外资入驻全球贸易之窗。

“这些企业将携手35个国家和地
区的海商回乡投资兴业，参与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广东省海南商会
常务副会长李高卫说。

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全球贸易之窗的“朋
友圈”正不断扩大，不少国家的企业
与全球贸易之窗对接，其中一些企业
有意进驻全球贸易之窗。

与全球贸易之窗对接的不少企
业，对海南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颇有
感触。

令金秀珉印象深刻的是，在入驻
全球贸易之窗的过程中，当企业在工
商登记注册及担保金方面遇到问题
时，省外办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
现场办公，共同商讨简化外资企业来
琼注册登记的手续问题，想方设法为
外企排忧解难。“上个月，海南出台5
项措施为外商来琼投资提供便利，这
对企业进驻海南是一大利好。”金秀
珉说。

“携手海南，共享发展机遇”，这
是企业的愿望，也是海南的愿望，海
南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前来投资兴业。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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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语言教师王虎：

他是老外
也是“海南仔”

境外人才在海南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麦克·克罗：

与海南一起探索国际高校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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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半个月内新增 条国际航线
今年已执飞境外航线96条

截至2019年10月底航班换季后

我省共执飞境外航线96条

提前2个月
完成2019年全年执飞境外航线85条的总目标

据统计

其中

新开境外航线22条

（海口7条、三亚15条）

恢复境外航线7条

（海口2条、三亚5条）

加密境外航线6条

在运营境外航线76条

(海口37条、三亚39条)

停飞航线19条

（海口6条、三亚13条）

海口43条
三亚53条

一条条繁忙而密集的国际航线给海南带来了大量的国际游客。
图为外国游客在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制图/张昕

王虎（前排左一）。采访对象供图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李布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1月 5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麦克·克
罗不惜远行，率团专程从美国来到海南大
学，代表学校与海南大学签署两校全面合
作意向书，在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共建国
际化学院，深入推进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这是麦克·克罗第一次到访海南大学，

但却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第一次与海南
大学合作。早在两年前，海南大学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成立，这是
海南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是国内首
个旅游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旅游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谈到两年来两所学校之间的合作，麦克·
克罗的回答透露出他对双方合作的满意
和期待：“我们创立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
国际旅游学院，虽然最初大家只是在旅游
这一个领域进行合作，但我们合作得很有
默契。也正是因为这份默契，我们既期待
能在更多领域谋求合作，也对未来充满信
心。”

麦克·克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的很多同事参与了海南大学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的学院建
设、设施设计、课程设置、师资引进等工
作，为的是让更多学生享受到国际化的
教育。

“学院现共有800多名学生，今天在
海大与学生们的首次碰面，大家积极的学
习态度、开放的心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麦克·克罗说，接下来，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会积极把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等
国家的教师汇聚到海南来，努力让学院的
师资队伍更加国际化。

有了海南省政府的开放支持、海南大
学的通力合作，麦克·克罗感悟颇深，他所
理解的合作办学，就在于用更开放的心态

加强合作，两所学校共进退，一同解决问
题、迎接挑战。而这一点，他们在同海南
大学的合作中找到了契合。

“与上一次仅在旅游领域开展合作相
比，此次签约最大的不同，就是扩大了双
方合作的范围。”麦克·克罗很开心，他说
这一次双方不仅要在新校区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学院，还计划在国际贸
易、金融、会计、大数据应用、艺术设计等
学科领域展开合作，此外还期待双方能
在科技、可持续发展领域洽谈更多合作
项目。

当前，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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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海
南逐渐走进国际视野。麦克·克罗发现，
海南与亚利桑那都在以创新开放的模式
向前发展，他也十分期待能抓住海南发展
新机遇，在与海南大学合作办学的基础
上，在海南谋划更多教育类研究项目，诸
如设立新的国际院校等，探索更新的国际
高校合作模式。

“我虽是第一次到海南，但我坚信当
下的合作正为未来双方在科技、教育、环
保等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麦克·克罗说
海南风景秀美、人民热情，他甚至有搬过
来久住的冲动，“除了教育领域的合作，十
分期待大家可以在运动场上交流，打一场
篮球或者足球、棒球，都是不错的选择！”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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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潘彤
彤）海南航线推介会 11 月 1 日在伦敦
举行，来自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文化
和旅游部驻伦敦旅游办事处、相关航
空公司和机场的代表介绍了海南作为
中国唯一热带岛屿省份的旅游和航线
优势，以期吸引更多英国游客赴海南
旅游。

事实上，自去年我省开始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以来，依托去年5月正式实施
的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我省在国际

航线的开通上一直不断更新。据统计，
仅今年10月20日至今，半个月时间，我
省已新开 9条国际航线，其中 10月 27
日至11月2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
开通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顿河畔罗斯
托夫、布拉戈维申斯克、下诺夫哥罗德、
彼尔姆、托木斯克、南萨哈林斯克7个城
市至三亚的定期直飞航线；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新增了海口至韩国清州、海口至
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线。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表示，海南

是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正在全面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探
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重点做好
旅游产业、医疗健康产业、金融服务业
等产业。海南发展迎来新机遇，民航和
口岸开放政策逐步完善，飞行经济圈建
设逐步加强。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10月底航班
换季后我省共执飞境外航线96条，提前
2个月完成 2019年全年执飞境外航线
85条的总目标。

10月30日，三亚⇆托木斯克航线正式开通，当天163名旅客从俄罗斯托木斯克抵达三亚。
本报记者 封烁 通讯员 杨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