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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改革创新从未止步 |
紧抓自贸港政策研究和承接准备工作

A

疫
情
不
改
自
贸
港
建
设

2月16日，装载
着 来 自 卡 塔 尔 的
430 辆平行进口汽
车的巴拿马籍滚装
货船“劳拉”轮顺利
靠港卸载。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截至2月29日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复工率 76.8%
累计复工282家

我省全力推进复工复产

60户重点工业企业

复工率98.3%

其中
医药制造业全面复工
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农副食品加工等制造业

复工率超80%
食品制造、造纸等消费品行业

复工率近80%

这几天，海南有多
则消息意味深长。

一则是世界 500
强中国大唐集团，布局
海南步步为营——2月
26日，中国大唐组建成
立大唐国际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和大唐国际燃料
贸易有限公司。这是该
集团在琼成立总部企业
后，再次将集团旗下的
重要业务板块落户三
亚。

另一则是在深交所
创业板挂牌上市的朗新
科技，今年2月入驻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将在
数字外贸、智慧能源、智
慧家庭等领域与三亚开
展全面合作，并设立数
字外贸总部公司及朗新
海南总部公司。

此外，海南今年 1
月实际使用外资近1.1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66.46%；新设外资企
业29家，包括双500强
合资企业——由中国五
矿联手力拓集团共同设
立的五矿力拓勘探有限
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形势积
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
展，全省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已依法
调整为三级响应。越
是在这个时候，防控越
不可松懈，越要把中央
决策和省委部署落实
落细落到位。海南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
牢坚实基础。

项目复工有序有力

2月28日，在国投裕廊洋浦港集装
箱码头，运输车辆正来回穿梭装运集装
箱，码头旁停靠着“惠湾219”轮，该船将
装载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的文化纸运
往省外，这是今年以来停靠在码头的第
44艘集装箱船舶。

“公司400多名职工已陆续到岗到
位，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企业各项
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运营。”国投裕廊洋
浦港口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截至2
月28日，洋浦港码头累计完成吞吐量
57.924万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近2万
标箱，散杂货吞吐量32万多吨。

深水良港复工复产逐渐步入正常，重
点项目建设工地逐步恢复往日的喧嚣。

同样是洋浦经济开发区，在海南炼
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工地上，数百名
工人面戴口罩操作打夯机、挖掘机等设
备紧张作业。这个建成后有望拉动千亿
元产值的重磅项目，2月7日复工以来，
项目昼夜赶工，强夯工程完成率过半。

管中窥豹。截至2月29日，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76.8%，累计复
工282家。其中，医药制造业全面复
工，60户重点工业企业复工率98.3%。

招商引资“不断链”

疫情防控“不松弦”，招商引资“不
断链”。围绕“三大领域”“十二个重点
产业”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海南创新形
式，精准招商引资。

2月28日，琼海采取直播方式，借
助海南自贸港招商引才网等平台举办
2020年产业招商网络推介会。这是海
招网第14场线上网上招商推介会。

疫情束缚了许多人出行的脚步，但
挡不住前来海南投资创业的热情。近
两个月，我省新增市场主体近2万户，
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截至2月底，全
省市场主体超过94万户，特别是海南
互联网产业和医药产业企业逆势激增，
今年以来这两个行业企业新增数同比
分别增长402%和150%。

2月20日，海南英达生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注册成立。“医疗器械注册人制
度落地海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给海南
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海南
英达生公司负责人陈益智说。

省商务厅负责人透露，2020年我
省将立足自贸港政策早期安排，围绕三
大产业和热带高效农业，面向全球市
场，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扩大自贸港外
资准入开放，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取消外资审批和备案，严格落
实“非禁即入”；研究制定海南自贸港版
外资负面清单。明确招商方向，结合自
贸港政策研究，重点在融资租赁（飞机、
船舶）、保税维修、新能源汽车、制药、医
疗器械等行业领域，引进1-2家世界著
名跨国公司。创新招商方式方法，大力
开展出访招商、平台招商、产业链招商、
委托招商；加强招商引资要素保障和投
资全链条服务；继续发挥好招商工作机
制作用，推动各部门形成招商合力。

园区建设“不停步”

产业园区是海南自贸港发展的重

要平台。海南推行“一园一策”，努力把
园区打造成自贸港做大流量的“量点”
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海口江东新区防疫建设“两不误”。
哈罗学校6栋大楼主体结构已完工，离
海口哈罗学校项目不到1公里的江东新
区起步区路网项目(一期)工地，路基铺
设、土方回填施工正有条不紊开展。

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招商部的电话最近成了热线。近三周
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持续收到辉瑞、
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等十几家全球知
名跨国药械厂商函件，表示愿意与先行
区同进退、共发展，以更快速度和先行区
一起尽早投入真实世界研究，加速新药
新械在先行区的投放，助力自贸港建设。

对外贸易稳健增长

开放的海南敞开胸怀欢迎全世界
投资者。2018年起实际利用外资连续
两年翻一番的海南，在加快建设自贸港
大背景下，正赢得越来越多外资企业青
睐。今年1月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同比
增长366.46%。

省商务厅外商投资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当前重点外资项目建设正平稳推
进，一些洽谈项目也正在加强线上沟
通，不少外企表示疫情过后会立刻来海
南考察或签约。

从央企巨擘到上市公司，以及德国欧
绿保集团、新加坡淡马锡丰树集团、中远
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等行业翘楚，境内外
资本争相涌入海南的背后，是海南自贸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的注脚。

开放的海南，努力推动外贸成为改
革开放的新亮点和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为促进疫情期间外贸稳健发展，海
口海关及时出台16条措施，主要从保
障物资快速通关等四个方面帮扶关区
重点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带来
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困难。

海南罗非鱼产量多年位居全国第
二位，是海南第一大出口创汇农产品。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海南
水产品出口企业近日陆续复工复产。2
月14日，经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验
放，价值620余万元人民币的水产品顺
利出口运往日本、美国、墨西哥等国家。

两天后，来自卡塔尔的“劳拉号”滚
装船，经过16天的海上旅程后，装载着
430辆平行进口汽车顺利靠泊海口港码
头。这是海口港汽车整车进口口岸首
次以滚装船运输进口汽车，也是今年首
批运抵我省整车口岸的进口车辆。

旅游业是海南三大主导产业之
一。海南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锚
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目标继续推进。

2月5日，省政府出台支持中小企
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八条措施，4天后
进一步聚焦旅游企业出台六条措施。

自2月21日恢复营业以来，海南标
志性的旅游景区天涯海角每天游客人
数缓慢上升。“这只是暂时的困难，随着
疫情减轻直至消除，海南旅游消费市场
必将强劲复苏。”天涯海角景区董事长
郑聪辉说。

肩负重任的海南变压力为动力、化
危为机，有序有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强化“六稳”举措，充分释放自贸区改革
红利，发展活力、潜力持续显现。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活力潜力持续显现 |
自贸改革红利形成吸引资本的“强磁场”

B

“非常时期”非常创新

疫情不能阻挡海南改革开放的步
伐。在抓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同
时，海南紧抓自贸港政策研究和承接准
备工作，力求早安排早收获——

梳理出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重点推
进的任务清单；建立健全省重点园区管
理机制，督促加快落实公共设施项目投
资计划；谋划提出10个2020年先导性
项目；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十个重点
开放领域”“五大平台”等，加大项目策
划和资源储备力度……疫情发生以来，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在落实疫情防控
的同时，围绕总体方案出台做好准备。

“近日召开的省委自贸区（港）工委
会议要求，省委自贸办从即日起进入临
战状态，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成立若干专
责小组、建立周例会制度等措施，强化

‘上下左右’的协调联动，确保关于自贸
港建设的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一步到
位、一竿子到底；落实五级书记抓自贸港
建设工作机制，从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
化招商引资实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做
好风险防控、组织宣传引导、完善工作推
进机制等方面为自贸港建设营造必要氛
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自贸港建设工
作，有序有力推动和帮助企业、项目满负
荷复工复产，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把前
面丢掉的时间‘抢’回来，努力实现一季
度经济社会良好开局。”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
建设的核心任务，并且更强调集成创
新。“非常时期”的海南，改革创新并未
止步——

2月16日，海南在全国首创推出海
南省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
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首批涵盖
100家重点企业，每家企业保险金额为
200万元，保险期限为6个月，单家企业
保费12万元。在1200万元保费中，海
南省财政厅补贴70%。

“无论是从公司还是员工的角度来
讲，疫情防控综合保险都可以帮忙规避
不可控因素导致的风险，这让我们的复
工生产多了重保障，也更加安心。”海南
斯达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鲍瑞森说。

“综合保险”推出后，当天就有93
家确定参保。承保5日后，100家企业
复工复产率达85%，截至2月28日，复
工复产率达96%。

“海南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综合险，这既是防控措施、又
是制度创新，既是政府服务、又是金融
手段，既让广大企业承担起复工中疫情
防控的主体责任，又让保险机构担负起
第三方的监管职责，充分体现了以改革

促防控促发展的理念，浙江宁波等地纷
纷复制推广了这一好做法。”复旦大学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说，
海南去年推出的“无税不申报”举措，上
海近日复制推广了这一举措，有效减少
了线下办税大厅的人员集聚。

营商环境再升级

与此同时，在疫情防控中，海口海
关、省商务厅、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等充分用好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两个“单一窗口”等功能和“国九条”等
政策，让防疫急需物资以最简手续、最
快时间入关进口，让海外投资在“云上”
不间断洽谈、不见面就办，让未经审批
注册的国外医疗器械和特效药品率先
进入海南。

疫情防控是对海南的一次大考，也
是对自贸港建设的一次警示。没有当
前对各类风险“管得住”的能力，就没有
自贸港日后开放发展的良好局面。疫
情防控的经验和做法，为海南自贸港风
险防控积累了实战演练的好做法好经
验——

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
是自贸港建设制度创新的重点工程和
先导性项目之一。海南坚持最领先理
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
成本的要求，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
城化”理念推进平台建设，其中综合楼
项目以平均“5天一层楼”的速度，疫情
期间持续施工，目前已基本完成项目建
设。我省正加快建立动态实时感知的
信息管理系统，围绕5G、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加快创新应用步伐，加强对进出岛
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全天候、实时性精
准识别监管，加快形成海陆空立体快速
反应机制，确保“既放得开、更管得住”。

从稳定企业用工、减轻税费负担、
强化金融支持、保障原料供应、开展“不
见面审批”、保障重点项目用地等多方
面靶向发力，出台一揽子暖企惠企政策
措施，统筹推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将疫情防控、有序有力推进复
工复产当作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的“试金
石”。海南各级各部门积极应对，奋力答
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海南答卷——

“仅用一天，200万元贷款就到账
了。”近日，海南慧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於旭感叹，海南农信社发放的
这笔贷款对他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疫情发生后，海南辖内几乎所有金
融机构都制定了专属金融政策，通过信
贷“绿色通道”、优惠利率、办理贷款延期
等多种措施，支持海南企业的复工复产。

猝然而至的“黑天鹅”，不能阻挡海南
改革开放步伐，海南紧抓自贸港政策研究
和承接准备工作，力求早安排早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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