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后引进了

世界500强企业27家、

国际知名专业服务机构8家

去年4月13日以来

其中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落户海南

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139.36%
新设外资企业数量 同比增长146.9%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25.9%

利用外资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等
近30个部委专门制定了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

14个相关部委和民主党派与海南省签订了合作协议

16家央企与海南省签约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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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梁
君穷）11月29日晚，第十六届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闭幕。此次大
会吸引了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0多名琼籍乡亲欢聚一堂，共话桑
梓、共谋发展。

闭幕会上，海南省海外联谊会
专职副会长、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
团联谊大会理事长王美珍宣读了大

会公报。
公报指出，本次大会达成了如下

共识：一是大会时隔15年回到海南
举办，加深了乡亲们对海南的认识，
加强了乡团间的联谊，促进了团结，
增进了乡情；二是大会举办恰逢海南
奋力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激发
了乡亲们回乡参与海南建设的热情；
三是大会经过30年的发展，已成为

世界海南乡亲的精神文化家园；四是
要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五是要
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六是要利用
好新传媒手段为乡团建设服务；七是
要加强世界海南乡团交流来往；八是
大会一致通过第十七届世界海南乡
团联谊大会2021年由广东省海南联
谊会在广东主办；九是大会取得了圆
满成功。

此次大会还通过举办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暨海南华侨文化图片
展和多场推介会，全面介绍了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新进展和美好前
景，搭建了投资洽谈、创新创业和项目
对接的广阔平台。在大会期间举办的
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世界海南青
年论坛上，老一辈侨领、年青侨领和其
他乡亲纷纷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献言献策。
海南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届大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
谊盛会，参会会员国家和地区数量、
参会乡团数量、回乡参会的乡亲数
量均创造了历届之最。海内外乡亲
们踊跃回乡参加大会，体现了强大
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诚挚的、浓厚的
爱国爱乡情感。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闭幕
第十七届大会将于2021年在广东举办

加拿大温哥华海南同乡会会长杨光：

“我们的根永远在海南”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你会讲海南话吗？”11月28日，加拿大温哥
华海南同乡会会长杨光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
问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75岁的杨光感到格外
亲切。

采访中，杨光操着一口流利的海南话，令人
印象深刻。然而，杨光并不在海南出生，也仅仅
才进行过5年的普通话和汉字学习。“乡音未改，
是因为我母亲从小就教我说海南话。她总说，不
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永远在海
南。”杨光说。

杨光清楚地记得，此次回到海南参加第十六
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距离上一次回乡已经
有28年了。这次，家乡的变化让他感到惊喜。

“在25岁的时候，我曾和母亲一起从加拿
大回到文昌老家。”杨光回忆，当时回乡探亲的
人们带着电视机、衣服等物品，也不知道在路上
奔波了多久。当回到那魂牵梦萦的家乡，脚踩
长辈们牵挂一生的热土时，杨光的眼眶情不自
禁地红了。

杨光说，那一批华侨华人们回乡后，出资帮乡
亲盖楼房、盖小学，帮助年轻人找工作，资助孩子
上学，力所能及地参与家乡建设。长辈们饮水思
源的点滴举动，都深深地印在杨光的心里。

杨光在加拿大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28年
前曾和海外华人医师代表团回到家乡考察。“当时
海南的医疗水平较为落后，各方面的条件都跟不
上。”杨光说，如今家乡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
的改善。“我了解到，现在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在
海南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麻疹发病率也处在一个
较低水平。”杨光告诉记者，他在加拿大常常关注
着家乡的点滴变化，只要看到关于家乡的信息，都
会及时与家人分享。

对家乡的思念，还体现在杨光写的歌曲里。
“海南是我好家乡，椰子树下我徜徉，美景好比夏
威夷呀，海滩长又长……”这首《海南岛，我美丽的
家乡》是杨光创作的一首歌曲。“我把美丽的家乡
写进歌里，唱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海
南，爱上海南。”杨光说。

时隔28年，再次踏上故土，杨光乡情更浓。
“我注意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

发展十分迅速，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一个风景如
画的景区。”杨光说，经过考察研究，他和同行此前
已经在博鳌投资发展中加医疗服务，以实际行动
为海南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梁
君穷）11月29日上午，第十六届世界
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办推介会，介绍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进展和利
好政策，邀请广大琼籍乡亲共享新机
遇，共创新未来。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相关负责人
在推介会上介绍，建设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是海南千载难逢的历史新机
遇。海南把制度创新作为自贸试验区
建设的核心任务，力争为全国改革开
放探路。目前，全省共汇总了制度创
新案例387项，今年先后正式对外发
布了56项制度创新案例，创造多项“全
国第一”，包括商事登记“全省通办”、
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序、全

国首创设立“候鸟”人才工作站等，都
是“海南特色、全国首创”的创新成果。

目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
部等近30个部委专门制定了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14
个相关部委和民主党派与海南省签订
了合作协议，16家央企与海南省签约
并投资。以中央12号文件为基础的

“1+N”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年以
来，中央及10多个国家部委接连不断
出台新政，大力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该负责人说，海南创新推进“放管
服”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
展、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吸引外资的政

策。对标世界银行标准，连续两年发
布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年度行动计
划。已实现“无纸化、零见面、零收费”
的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

“一口办理”。
去年4月13日以来，海南聚焦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
大全球招商力度。海南在招商时，更
加注重引进外资，对接国际高标准贸
易投资规则，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
压减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金融、教
育、医疗、演艺等行业的外资市场进一
步降低准入门槛。先后引进了世界
500强企业27家、国际知名专业服务
机构8家，其中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全部落户海南。今年前三季度，海
南实际利用外资、新设外资企业数量
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39.36%、146.9%和25.9%，利用外资
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前段时间海口江东新区招聘30
多名工作人员，吸引了2800多人报名，
其中包括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华侨。”
推介会上主讲人介绍这一情况，吸引了
台下很多琼籍海外乡亲的兴趣，会后不
少人还上前细致询问了相关情况。

近年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去年4月
13日以来，海南已引进人才7.8万多
人。海南正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
点，2019年上半年外籍国际人才来琼

工作和学习居留人数，相比2017年同
期增长近70%。

推介会上还介绍，海南正构建便
利高效的互联互通体系，以前所未有
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目前海南正加
快美兰机场二期扩建、三亚新机场建
设和博鳌机场对外开放；加快规划建
设海口临空经济区，力争把美兰国际
机场建设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
国际航空枢纽。

大会同期还举行了海口江东新区
专场推介会、海口江东新区交流座谈
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专场推介会、海
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招商
推介会、洋浦经济开发区招商推介会
和海南生态软件园招商推介会。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推介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展及利好政策

共享新机遇 共创新未来
目前
全省共汇总了

制度创新案例387项

今年正式对外发布

56项制度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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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籍乡亲
将踏上“寻根之旅”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
29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
落幕。海南日报记者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11
月30日至12月2日，参会的部分琼籍乡亲将分
别前往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地，踏上“寻根
之旅”。

“真的很想回老家海口看看，我已经27年没
有回去过了。”谈到即将开始的“寻根之旅”，今年
93岁的澳大利亚琼籍华侨周怀崧高兴之情溢于
言表。“如今的海南，和27年前完全不一样。就拿
三亚来说，这里的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现代化气息
很浓，城市各处干净、整洁。”周怀崧用一口地道的
海南话告诉记者，这也让他更加期待看见海口发
生的变化。

“每次参加大会，我都很开心。这是我们海南
乡亲的大聚会！”在爱人的陪伴下，94岁的文昌籍
华人符开江从美国来到海南。“我虽然10多岁就
离开了海南，但回家的路、寻根的路，我都会仔细
留意，想把这条路牢牢记在心里。”

加拿大温哥华海南同乡会代表傅小玲祖籍在
文昌，在和亲友叙乡情的同时，她还详细地了解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进展，对家乡未来的发展
充满信心。“听说，如今海口与文昌铺前镇的海文
大桥已经建成通车，我一定要回去铺前看看，吃一
碗糟粕醋，品一品文昌的新变化。”11月29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推介会在三亚举行，400多位嘉宾参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1月28日，在三亚参加第十六届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的琼籍乡亲，正通过视频电话，向未
到场的亲朋展示海南变化。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说海南话，吃文昌鸡，看琼剧……
这几日，一场美丽的故乡之约在三亚
举行。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
多名海南乡亲，不远万里相聚于此，共
话桑梓、共谋发展。

11月29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圆满闭幕。海南
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
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谊盛会，海内
外乡亲们踊跃回乡参加大会，体现出
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诚挚的、浓厚
的爱国爱乡情感，给家乡人民留下深
刻印象。

一次跨越山海的乡情聚会

“五指山的情，万泉河的意，使我
们同欢聚，让我们话桑麻……”11月
28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开幕式现场，响起的这首会歌唱出
的正是每一位海南乡亲参会的心声。

祖籍地在琼海的英国籍华人冯佳
芳参加过多届乡团会，这次领着弟媳
和一位朋友来“寻根”。3位75岁的

同龄人兴致勃勃提前游览了海口、万
宁、保亭等地，“看到中国繁荣发展，我
们感到骄傲”。

“90后”黄远谋是泰国“侨三代”，
第一次跟着父亲前来参会。“这个乡团
会很奇妙，大家虽素未谋面，却一见如
故，聊起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彼此的关
系不知不觉紧密起来。”黄远谋说。

本届联谊大会活动内容丰富，举
办了多项联谊交流活动，给广大海南
乡亲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暨海南华侨文化图片
展，集中展示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和进展情况以
及海南华侨历史文化发展等。

年逾六旬的三亚市民林正堂在图
片展前驻足许久，仔细端详展出的每
一幅新老照片，“这些照片回顾了海外
侨胞回馈桑梓的动人故事，也讲述了
海南的发展变化，很有意义。”

位于图片展对面的海南美食特产
暨侨乡民俗风情街，则以“海南厨房”
为核心，突出海南元素，打造集海南民
俗文化、华侨文化、美食文化、黎苗文
化为一体的风情街。每天，这里都会
吸引不少琼籍乡亲和市民游客“逛吃

逛吃”、打卡拍照。
据悉，11月30日至12月2日，部分

琼籍乡亲在大会闭幕后还将分别前往海
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地开启“寻根之
旅”。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展示了海南
的发展变化成就，更增进了海外乡亲对
故乡的感情，进一步涵养了侨务资源。

一次凝聚共识的智慧盛宴

每届联谊大会都会设置一些别具
特色的主题论坛，与往届相比，今年的
联谊大会紧扣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新形势、新机遇，
设置了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世界
海南青年论坛、第一届（海南）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经济论坛等论坛活动。

在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上，50
多位侨领围绕“世界海南乡团与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主题，共商世
界海南乡团发展，围绕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贡献真知灼见；

在世界海南青年论坛上，来自世
界各地的琼籍青年侨领和海南本地青
年代表相聚一堂，以“海南自贸区背景
下的新机遇”为主题，共谋发展盛举，

共抒恋乡情怀；
在第一届（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经济论坛上，与会乡亲就“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海南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文
化交流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为充分动员海外乡团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出谋献策，联谊大会还
在广大海外乡团当中开展了“我为家
乡建设献策”活动倡议，得到海外广大
社团的积极响应，纷纷围绕政策设计、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建言献策。

每一次论坛观点交锋，都是一次
智慧碰撞、形成共识的过程。在大会
闭幕会上，海南省海外联谊会专职副
会长、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理事长王美珍表示，本届大会达成
诸多共识：加深了乡亲们对海南的认
识，加强了乡团间的联谊，促进了团
结，增进了乡情；激发了乡亲们回乡参
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热情；要
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要重视对
青年一代的培养……

一次以会招商的有效尝试

两年一度的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是全世界海南人大团结、大合作、大
发展的标志，是全世界海南人联络乡
情、加强沟通、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省委明确要求，要把本届联谊大会办
成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一
次国际性推介会。

为此，11月29日，联谊大会举办
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展及政
策推介会，向广大琼籍乡亲介绍自贸
区、自贸港的建设情况和政策环境，共
享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发展千载难逢
的新机遇。

同时，大会还举办了海口江东新
区专场推介会、海口江东新区交流座
谈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专场推介会、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招
商推介会、洋浦经济开发区招商推介
会和海南生态软件园招商推介会。

一系列推介会吸引了众多琼籍海
外乡亲踊跃参加。来自加拿大温哥华
海南同乡会的傅小玲表示，希望了解
到国家授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各
项政策和海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以及相关园区的规划，将来可能会回
国发展。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

乡音话乡韵 热土展热情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