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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彬

3月7日下午，尽管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但海口港集装箱码头上
已是车来车往。一艘往来于海口港
和广州南沙港间的货运班轮停靠在
码头，一个个集装箱正从船上卸下。

“目前海口港的航线运力已恢复
了七成左右，集装箱货运恢复情况正
朝好的方向发展。”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业务运营部总经理陈力说。

去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
海南港航完成股权重组，央企中远海
运控股后，充分发挥其全球航线资源
优势，围绕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定位，以洋浦港为
中心，新开通了3条内贸、5条外贸集
装箱航线，基本完成了洋浦面向东南
亚和南亚的航线布局，初步构建起以
洋浦作为中国-东盟航运中转枢纽的
航线网络骨架，实现了我省外贸中转
零的突破。

据悉，2019年，仅洋浦港集装箱
吞吐量就同比增长了27%，其中外贸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26%，洋浦
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国际海运物
流链的步伐不断加快。

陈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中远
海运支持下，今年海南港航将加快港
口建设，将于4月正式启动小铲滩码
头扩能改造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可
新增100万标准集装箱（TEU）生产
能力，确保全省2023年集装箱生产
能力超过500万标准箱，为海南国际
航运物流发展提供硬件支撑。

同时，在现有航线基础上，中远
海运今年还将围绕洋浦、海口继续加
大在琼运力投放和航线布局，全年计
划再新增5条内外贸航线，总投入运
力超过8万载重吨，新增运力投放增
幅超过35%。

内贸方面，中远海运今年将强
化广西钦州、广东湛江经海南与华
南、东南、华东和东北等流向的中转
力度，特别是要按照“天天班”目标，
加密与钦州等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
点位的航线联系，将海南打造成为
北部湾内贸中转中心。

而在外贸方面，中远海运将布局
洋浦至海口、上海、钦州等内外贸同
船航线，衔接洋浦现有外贸东盟航
线，打通东盟经洋浦外贸进口中转的

海上航路，将洋浦打造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航运中转枢纽，
不断提高海南航运物流的规模化、国际化和枢纽化水平。

据悉，去年中远海运旗下物流、集装箱服务等板块已
在海南启动物流资源整合、园区投资布局规划等工作；今
年该公司将继续把现代物流服务业作为在琼投资布局的
重点，围绕琼州海峡汽车货运物流、冷链、集装箱中转分
拨和公共仓储平台建设等领域，启动一批具有带动效益
的物流项目投资。

同时，中远海运还将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后发优势
和全球客户资源，以物流供应链节点布局和端到端服务能
力为切入点，助力海南导入装备组装、环保加工、高端制造
等临港产业项目，促进海南提高对外开放深度，更好地融入
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合作。

（本报海口3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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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努
力解决企业资金问题、做大做强
既有优势产业、创新推进服务贸
易发展、着力推升政务服务效
能、统筹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按照计划，下一步我省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
发展。

在海口，重点抓好互联网、会
展业、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现代
物流等产业，努力把被抑制、被冻

结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同时把
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
升级消费培育壮大。

三亚则将重点发展现代金融
业，释放金融开放创新的巨大潜
能；同时策划疫后的一系列展会
活动；做优医疗健康产业，培育发
展教育产业，大力发展专业服务
业，如评级服务、检测认证、人力
资源服务等服务类型。

“琼海将以博鳌亚洲论坛特

别规划区建设为核心引擎，推动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琼海市委
书记何琼妹表示，今年将吸引更
多会议会展品牌定期定址落户博
鳌，加快推动博鳌基金开放创新
基地建设，重点发展私募基金等
新兴金融业态。

去年，中远海运香港公司作
为实施主体，完成了海南港航的
股权重组。“疫情对公司造成了一
定影响，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

心。”海南中远海运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公司总经理林健表
示，中远海运将加快提升港口通
过能力，加快航线网络布局，布局
临港现代物流服务业。

“我们正谋划举办消费类展
会活动，争取利用疫情结束后的
时间，将今年的损失补回来。”智
海王潮传播集团总裁谌立雄对今
年会展业发展充满期待。

（本报海口3月8日讯）

深挖潜力 多措并举合力推动

把握机遇 做大亮点 深挖潜力

海南现代服务业多举发力谋突破

■ 本报记者 罗霞

“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
主导产业加快发展。”3
月6日，省委召开全力
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电视电话会议，释放出
加快自贸港建设的强烈
信号。

在加快自贸港建设
中，现代服务业如何挑
起责任与担当？纵观海
南经济发展，现代服务
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对全省经济增长贡
献率最大，是税收收入
的主要来源和拉动社会
就业的主要力量。今年
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海南现代
服务业依然在困境中展
露新生机，显现出海南
这一主导产业的发展活
力与潜力。

被寄予厚望的海南
现代服务业，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正
积极从做大亮点、深挖
潜力等方面谋划实现更
大的发展。

“现代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
趋势，符合海南发展实际，海南在
这方面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4·13”
重要讲话中殷殷嘱托。两年来，
海南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下
大气力调优结构，重点发展旅游、
互联网、医疗健康、金融、会展等
现代服务业，取得明显成效。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发展中
的海南现代服务业不少领域带来
了影响。今年前两个月，海南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增加
值同比均出现下滑。

面对危机，我省出台支持中小
企业、旅游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从稳定企业用工、降低运营
成本、减轻税费负担、强化金融支
持等方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措施好比及时雨，企业发展
更有信心了！”三亚东海龙宫餐饮
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国兴说，金融
支持等方面的举措，能够帮助企
业恢复正常经营。

现代服务业涉及领域广泛，

疫情期间，一些产业主动作为，找
到了逆势增长的突破口。

“疫情给我们的线上游戏娱
乐业务带来了契机。”海南自贸区
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企业，早
在2月初便顺利复工。公司CEO
张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最近公
司线上游戏业务量增长很快，“我
们及时推出了灵活用工、游戏企
业积分奖励等方案。”

除线上游戏外，线上办公、教
学、购物等领域同样发展活跃，

“宅经济”消费新模式涌现。
今年前两个月，海南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业，及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均实现逆势
增长，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预
计实现 103 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26%，跨境电商业务则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

有困难，也有亮点——在抗
击疫情中，海南用实际行动积极
解决企业发展困难，做大产业亮
点，正将现代服务业的家底逐步
夯实。

夯实家底 克服困难做大亮点

“欢迎参会企业多来海南走
走看看，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抢
占先机！”3月6日，在省商务厅联
合德勤海南举办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网上推介会上，省商务厅副厅
长荣延松的一席话，说到了与会
外国企业代表的心坎里，立刻引
发一系列互动交流，其中不少代
表的关注点涉及现代服务业。

“我们力争推动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海
南，实现‘自贸港政策公布之日即
项目落地之时’。”荣延松说。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

年，我省突出政策导向，提前谋
划、提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吸引
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一批企业和项
目陆续落地。

腾讯公司与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2 月通
过线上会议远程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携手推动智慧医疗
等发展。中国大唐集团近日则
在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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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方面，海口哈罗公学项
目、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二期扩建项目、三亚
大悦环球中心等项目建设得到加
快推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疫情在对旅
游及相关服务业产生冲击的同
时，也对“健康海南”提出迫切
需求。“海南需要打好健康海南
王牌，形成疫后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新亮点。”

这一观点，也得到不少企业
的认同。海南现代服务业拥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这吸引了越来越
多企业的参与。

据统计，今年以来，海南互联
网产业和医药产业企业激增，同
比分别增长402%和150%。新设
立的外资企业涉及贸易、医药、康
养、旅游等诸多领域。

政策优势突出、产业基础良
好、市场前景广阔——越来越多
的国内外企业看到海南现代服
务业发展的优势，纷纷投身海南
自贸港建设、共享海南发展机
遇。而海南正准备进一步用好
优势，做足现代服务业发展文
章，带动农业、制造业等相关产
业发展。

把握机遇 借助优势积聚动能

互联网产业增长18.1%

现代物流业增长13.4%

医疗健康产业增长10.3%

会展业增长10.3%

旅游产业增长10.2%

互联网产业企业激增，同比增长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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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澄迈县农业互联
网产业园集配仓储中心的工人
们，正将优质凤梨整理打包。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海南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
预计比去年
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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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泊位停满
了集装箱货轮，一片繁忙景象。随着海南各行各
业陆续复工复产，秀英港集装箱码头的吞吐量逐
渐上升，预计本月中旬恢复正常作业量。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