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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王
玉洁）海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补
给点和航行支点。11月29日，在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办期
间，第一届（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经济论坛在三亚举办。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推进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
这一过程中如何增进同世界各国，特别
是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和经济合
作？围绕这一话题，来自马来西亚大
学、上海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海南

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马来西亚雪
兰莪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海南海丝文化发展
基金会的专家共同探讨交流。

泛南海涵盖南海、东南亚周边及
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的16个国家和
中国7个省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海南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关键在于发挥海
南在泛南海经贸合作中的作用。“如果
海南能够发挥其在泛南海经贸合作当
中的地理区位优势，促进泛南海经贸

合作，推动泛南海的人文交流，打造泛
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那么海南将会
凸显其在泛南海经贸合作中的战略地
位。”他说。

长久以来，海南与马来西亚保持
着友好往来。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
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认为，双方可
在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物流、旅游业、
人文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以旅游教
育和学术合作为例，他认为马来西亚
私立高校的“酒店管理学”和海南高校
的“旅游学”可以对接，培养人才，培育

旅游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投资。
当前，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双

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
不断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这都为海南对外开放合
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新的发展机遇。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大力开展面
向泛南海国家的公共外交，精心打造
全方位、多层次的民心相通工程，是推
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社会
根基所在。为此，各方要传承和弘扬

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
化交流、社会交往、人才培养、学术往
来、信息沟通、科技合作、媒体互动、智
库联合、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
等工作，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
的基础。

该论坛的举办，意在打造高起点、
高层次、多方共赢的活动平台，推动海
南与东南亚地区政要高层、社团侨领
及经济文化界友人建立良好关系，提
升海南国际影响力。

副省长沈丹阳出席论坛。

本报三亚 11月 29日电 （记者
王玉洁）“当前海南面临极好的发展
机遇，站在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起
点上。海南发展必须有国际大视
野，必须把海南建设发展放上一个
新台阶，尤其应该把海南发展放在
东亚合作的大背景下。”11月29日，
在三亚参加第一届（海南）海上丝绸
之路文化经济论坛时，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
授夏立平这样说道。

夏立平提出，历时7年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于今年

11月正式宣告整体上结束谈判。这
一协定的达成，对东亚和太平洋区域，
对中国、对世界经济贸易、对海南经济
发展都会带来很大好处。

“对东亚和太平洋区域来说，《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形成
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有助于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减少经营风险；有助
于构建本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
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区域外的投资。”
夏立平说。

夏立平认为，海南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下事关我国改

革开放全局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个重
大国家战略，就是要把海南打造成为
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
开放门户。“海南要抓住《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重大国际机
遇，依托内地市场面向太平洋和印度
洋建设好自贸港。”他说。

大方向有了，具体要怎么做？夏
立平建议，海南要在服务业市场实施
全面开放，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等，为我国加快医疗健康、金融、教
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创新闯出一条可
示范的新路子，进一步推动与之相适

应的制度变革，成为我国开放层次更
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
放新高地。

此外，夏立平认为海南要充分发
挥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要冲的区位
和地理优势，努力打造成为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
门户。要达成这一目标，首要任务
就是发挥自贸港的开放引领作用，
以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
以海洋产业和服务贸易合作为主题，
以建立泛南海自由贸易区网络为重
点，以开放性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为导

向，打造包括23个国家和地区的泛
南海经济合作圈。

其后，海南还要以“泛南海旅游
经济合作圈”作为“泛南海经济合作
圈”的突破口，以邮轮旅游为重点，以
资本、人才和服务合作为纽带，积极开
展旅游业下的自由贸易，加快建立泛
南海岛屿旅游经济合作体。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健康产
业的重要基础，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是发展健康产业的主要路径，完善
海上救援体系等也是海南健康产业发
展中的应有之义。”夏立平说。

参加第一届（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济论坛的专家建议：

发挥地理优势，促进泛南海经贸合作

上海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夏立平：

海南要建成营商环境更优的开放新高地

本报三亚 11 月 29 日电 （记 者 王 玉 洁）
东盟是继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之后的世
界第五大经济体，拥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和价
值。11 月 29 日，在三亚参加第一届（海南）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济论坛时，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建议海
南，要借助 390 多万名琼籍侨胞这支重要的
民间力量，利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契机，
扩大视野，扩大对外联络工作，与东盟国家
的各界侨胞保持联系，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务
实合作。

想要提升海南的国际化水平，既要“走出
去”，也要“引进来”。“海南要利用天然港口
这一优势，扩大海南的对外贸易。”邓章钦认
为，东南亚国家物流的吞吐量很大，海南可以
在物流方面与东南亚国家展开合作，借此将
海南打造成开拓中国西南部港口物流的通
道，着力构建人流、物流、资金流自由进出的
开放新高地。

为了更多吸引外资进入海南，邓章钦认为
海南要尽快成立国际仲裁委员会，营造世界通
行的法治环境。“有了这个基础，国际上投资航
空业、保险业、金融业等行业的企业都会把海
南当作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引进外资，营商环境是最重要的。当前
海南已经做了一些创新举措，但仍需要加强，
比如出台更加便利的入境签证政策。”邓章钦
建议海南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倾听琼籍侨胞对
海南营商环境的具体看法，以此推动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谈到未来如何推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与
海南之间的合作交流，邓章钦充满期待，他表
示自己很乐意推动双方的合作交流，期待双方
在金融、贸易、教育、旅游等领域探讨合作。

“除了政府对政府层面的沟通外，我们也要加
大民间的互动往来。尤其在教育领域，海南可
以借鉴东南亚国家一些先进的教育发展经验，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海南本土教育
上，培养更多本地人才，努力推动海南与世界
接轨。”他说。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高级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建议海南：

积极与东盟国家
开展务实合作

琼籍乡亲代表建言献策：

为更多琼籍乡亲
回乡投资建设搭建平台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
28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
开幕，琼籍乡亲代表们欢聚一堂，共享乡音乡
情，共谋发展、共建家乡。

此次回乡，琼籍乡亲代表们纷纷感叹家
乡的巨大变化。谈及回乡的感受，93 岁的
澳大利亚琼籍华侨周怀崧用“翻天覆地”来
形容。

周怀崧说，1955年他就到澳大利亚发展，
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心里一直牵挂着家
乡。“距离我上一次回家乡，已经过去了将近
30年。”令周怀崧印象深刻的是，1992 年他回
到海南，到三亚走亲访友，当时的凤凰国际机
场正在修建，连一条跑道都没有修好，“如今
的三亚是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高端酒店
比比皆是，曾经的小渔村已经变成了国际化
的旅游城市。”

与周怀崧感受想同的还有88岁的澳大利
亚琼籍华侨唐博生。自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成立以来，他每一届都参加，见证了大会的发展
和变化。

“我有15年没有来三亚了。”唐博生说，十
多年来，三亚的变化令他十分惊喜。一幢幢新
楼拔地而起，交通也十分便利。“从海口坐动车
到三亚，最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以前坐大
巴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唐博生说，大会结束
后，他还要和妻子到其他的市县走走看看，感受
更多的变化。

在感叹海南家乡发生巨变的同时，通过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这个平台，不少琼
籍乡亲根据自身的专业，为海南发展献计献策，
谋求合作。

印尼海南总会主席刘家衔期盼回到海南发
展进出口贸易和康养产业。他认为，海南在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中可以为华人回乡投资兴业提供
更多便利，吸引更多海南籍乡亲回来投资，海南
还需有更多具体行动。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代表邢福川认
为，海南当前重点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等，跟马来西亚的相关产业有合作
契合点。他建议，应深入开展文化商务考察等
交流活动，为更多琼籍乡亲回乡投资建设搭建
平台。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人才是关键，
本地人才更是关键中的关键。”香港海南商会
会长陈明谦建议，应该要重视培养海南本地
人才。此外，可以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
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利用好中央给予的优惠
政策。

在加拿大安省海南同乡会长林野看来，
三亚可探索发展“孕产旅游”。“三亚是国内
海岛型旅游度假目的地，这里气候适宜，有
天然的阳光、沙滩，全国一流的空气质量，环
境宜人，可以为备孕、怀孕和产后恢复提供
舒适的环境。”林野说，政府可以研究出台相
关引导支持孕产健康产业的政策，不断完善
孕产医疗硬件和软件，推动“健康+旅游”融
合发展。

① 11月27日，位于三亚湾红
树林度假世界的海南美食特产暨侨
乡民族风情街开业，琼籍乡亲代表
们可以品尝到各市县具有家乡特色
的风味小吃。

③ 11月28日，会后琼籍乡亲
代表们在侨乡民族风情街观看陶艺
制作和竹编。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② 11月29日，中外嘉宾在会
下交流。

本报三亚 11月 29日电 （记者
梁君穷）在 11 月 29 日上午举行的
第一届（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经济论坛上，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围绕海
南与马来西亚的交流合作作了发
言，他表示海南与马来西亚有着许
多共同的文化基础，期待在此基础
上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及文化教
育上的交流合作。

饶兆斌认为，海南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有着生态环境良好、旅
游业基础完善、海洋经济潜能充
足、港口众多物流便利等优势。同
时 也需克服经济总量不大、整体
经济社会水平不足、高端人才短
缺、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较薄弱等
短处。

谈到海南与马来西亚交流的现
状，饶兆斌认为，近年来两地交流

活动较多，但两地的经贸往来总体
上还有待发展，双边投资偏低，目
前两地开通的航线有限。他相信，
两地在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的交
流合作的潜能巨大，马来西亚有许
多祖籍海南的华人，是两地交流合
作的一大动力。

饶兆斌希望，海南能够与马来西
亚东部的砂拉越州和沙巴州进一步
加强交流合作，包括进一步建立友好

省市关系等。因为在马来西亚与华
人华侨相关的历史文化气息浓厚，海
南会馆、妈祖文化、橡胶业等都是两
地共同的联系纽带。

在人文科教交流和旅游教育合
作上，饶兆斌谈到，整个马来西亚的
高等教育并没有旅游学这个专业，相
类似的是酒店管理学。海南高校的
旅游学可以和马来西亚的酒店管理
学对接交流，为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

圈培养相关人才。
此外，饶兆斌还谈到，绿色经

济、海洋经济、物流、旅游业、人文
交流等可以成为未来海南与马来
西亚交流合作的一些重要方向。
马来西亚本身也有以整个岛为自
贸区的建设经验，都在向旅游、金
融以及自贸区的其他产业方向发
展，双方可以在自贸区建设上相互
学习。

千里返乡
共话发展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

期待海南与马来西亚加强经贸及人文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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