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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的声音

海南，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敞开
怀抱，海南有自己的坚持。

一方面，我省围绕三大主导产
业、十二个重点产业，针对产业链短
缺环节、总部经济、重点园区、行业
龙头企业等专题，开展精准招商，另
一方面，则按照“把最好的资源给最
好的投资者”“严守生态底线”等原
则严把项目质量关。

“海南突出自由贸易港政策导
向，围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业，提前
谋划、提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对飞
机融资租赁、船舶融资租赁、保税船
舶登记、免税品、新能源企业等近期
能签约或落地的项目进行了梳理推
进，与目标企业开展对接，争取实现
早期收获。

三亚于3月18日集中“云签约”
重大产业项目8个，涉及总部经济、
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高效
农业等产业领域。凯撒同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世茂集团、中铁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牵手三亚。

海口在3月20日举办2020年
第一批招商引资项目线上签约仪
式，共签约13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超
70亿元。开普勒酒店、深圳标普云
集团等公司项目将落地一些园区，
覆盖旅游、医疗健康、文化娱乐、金
融业、跨境贸易等产业。

腾讯公司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今年通过线上会
议远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
动智慧医疗等发展。“疫情也给互联
网产业带来新机遇，尤其是在线义
诊、远程医疗、医疗O2O、医学数据
库、AI视觉识别等应用。”腾讯公司
副总裁丁珂认为，在当前这个特殊
节点，腾讯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的合作意义深远。

“在特殊时期，我们以特殊的方
式进行合作签约，凸显了三方合作
的坚实基础，更赋予了这次合作的
非凡意义，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
港建设前景。”3月，在科大讯飞“云
签约”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签约
现场，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联合创
始人徐玉林说。

新的合作，新的开始。海南敞开
怀抱，热情欢迎全球投资者，携手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共享发展机遇。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我省创新招商方式方法，优化企业服务，加紧推进全球招商——

全球揽商 海南跑出加速度
■ 本报记者 罗霞

4月初的海口夜晚，
大英山CBD（中央商务
区）华灯初上。晚上9时
许，与街对面的商业区遥
相呼应，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办公室的灯也亮着，
员工鲁斯兰和几个同事
坐在电脑前赶制一组中
英文投资推介材料。

“我们为企业跑。”鲁
斯兰最近常加班，已习惯
这种工作状态，在介绍自
己的工作时，不自觉地用
上了该局的这句口号。

哈萨克斯坦小伙鲁
斯兰，去年入职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海南很多人
知道他的名字。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的演讲中，对鲁斯
兰在海南大学学习期间
参加无偿献血的行为给
予高度赞扬，并称他为
“中哈友谊的使者”。

“海南自贸港建设，
对年轻人成长来说是好
机会。我把青春放在这
里，希望能为海南发展作
出贡献。”一席话中，有
他对成长的思考，也透出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热情。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海南
正加紧推进全球招商。
不少人积极参与到这项
工作中，用热情拥抱全球
投资者，赢得了投资者的
掌声，一批投资合作项目
也陆续达成。

琼海市副市长陈国文最近在琼海市
2020年产业招商网络直播推介会上，体验了
一回“直播”招商。看到在线人数不少，他格
外开心。

隔着屏幕，围绕投资合作，香港企业家薛
先生、新加坡投资者李先生等企业界人士纷
纷与陈国文进行互动交流。持续1个小时的
直播，在线点击观看量超过200万次。

“‘不见面、屏对屏、线连线’，特殊时期，
特殊方式。”说起此次通过网络直播开展招商
推介，陈国文介绍，这是琼海充分运用互联网
平台开展“不见面”招商，做到疫情防控和招
商引资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的新举措。

上个月，省商务厅连续举办两场针对外
国企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网上推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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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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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一系列互动交流。

谋发展，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处在自
贸港建设关键之年的海南，高度重视招商引
资工作，想方设法、多措并举减少疫情对投资
海南的影响。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
多次对招商引资工作提出要求。我省各有关
部门、市县、园区积极创新招商方式方法，为
投资找到合适的“打开方式”。

海招网上线25场网上招商推介会，涉及多
个市县、园区、产业，受到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推出的全球招商服
务热线4008-413-413，陆续接到来自美国、
荷兰、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新加坡以及我
国台湾、香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投
资者踊跃咨询；

由海口市商务局和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
共同打造的“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台于
3月20日上线试运行，开启境外招商服务新
模式；

海口江东新区推出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并启动网上招商程序，六大组团三大产业板块
开始面向全球招商，热线开通3天便迎来200
多家大中型企业来电咨询洽谈项目落地事宜；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挂牌成立，实行企业
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统筹推动招商引资，已积
极服务中国大唐集团等在三亚新设立的企业；

儋州市出台《儋州市支持招商引资及产
业发展政策（暂行）》，其中鼓励引进国际知名
免税企业，累计奖励最高可达1亿元，吸引了
不少投资者的目光；

洋浦经济开发区根据招商计划，列出目
标任务清单，分解到人，通过电话、视频会议
等方式紧密联系招商对象，确保招商不停不
断，同时成立先进制造产业和港航物流贸易
产业两个招商公司，增强专业招商力量……

短时间内，海南招商引资举措一项接一
项，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成功推动一批投资合
作，为发展蓄足力量。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3个月，海南新
增市场主体3.68万户；外商积极投身海南发
展，今年前2个月海南实际利用外资1.19亿
美元，同比增长100.9%；中国大唐集团、腾
讯公司、五矿力拓勘探公司等一批企业积极
投资海南。

近日，一家基金公司负责人拨打全
球招商服务热线4008-413-413，咨询
外资企业设立相关问题。通话结束后，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员工王观立刻被
安排成为这家企业的“企业服务员”。

“对方问得很专业，我先后联系了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等单位解答企业的问题。”王观说，“目
前扔在持续对接这家企业，他们有需求
可以随时找我。”

“我们一一安排‘企业服务员’对接
投资者，实行‘一对一’全流程服务。”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该局建立“企业服务员”制
度，实行“横向联动，纵向协调”工作机
制，联合各部门和市县园区，共同为投
资者提供专业服务，为全球投资者搭建
一站式服务平台。

如何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在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我们为企业跑”的
承诺正从机制、人员安排等多方面得到
践行。该局超过50%的员工有留学背
景，熟悉海外习俗与产业发展；实行扁
平化管理，突出“快”字。

“我做生意30多年，第一次遇到政
府官员主动帮你规划公司远景，不论是
晚上还是周末，有任何问题他都来协
调。”医疗服务机构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
感慨。该公司已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签署合作备忘录，将积极参与海南发展。

招商引资考验一个地区的营商环
境。在这一点上，海南各部门、市县、园区
有共识，纷纷出招竭尽全力优化企业服
务，力求用最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者。

中国大唐集团今年在三亚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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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集团在
琼成立总部企业后，再次将集团旗下的
重要业务板块落户海南。

针对大唐集团的项目，三亚市投资
促进局克服春节假期和疫情影响，主动
争取中央、省、市相关部门支持，线上沟
通和线下办公同步推进，对大唐集团国
际业务总部及两家子公司的落户全程
提供“保姆式”服务：成立服务专班，安
排专人对接，主动服务、重点解决企业
项目选址、注册公司核名、员工办公和
住房需求等事宜，积极为项目落地提供
要素保障。

“乐城先行区的工作非常贴心，也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辉瑞中国首
席运营官吴琨对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管理局的服务连连点赞，最近
的一场多方电话，解答了他们在产品落
户园区方面所有的疑惑。

近2个月来，乐城先行区取得颇多
“战果”：2月21日，乐城先行区与腾讯
公司线上签约，建设人工智能医疗大数
据中心；3月8日，先行区与北京泰济堂
中医医院签约合作，在园区设立泰济堂
连锁中医总部……

全球贸易之窗：

推进全球招商
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罗霞）海
南日报记者4月6日从省文创旅游产业
园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作为我省“百国千
企”计划的首个载体，海口全球贸易之窗
项目正积极推进全球招商，打造“一站
式”服务体系。目前意向进驻全球贸易
之窗大厦的外资企业超70家，已入驻企
业32家。

全球贸易之窗项目为5A甲级高端
写字楼，由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
公司自持产权，于2019年7月1日正式
投入运营。项目抓住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港机遇，向各国贸易企业提供“一条龙”
全套服务，包括公司注册登记、资质办
理、商务办公、商品展示、商机对接、贸易
洽谈等项目，除重点引入各国各类贸易
企业外，也为外国（地区）企业及企业在
华常驻代表机构提供对接服务，致力于
汇聚高品质国际化资源，打造国际化商
务平台。

截至目前，项目已在澳大利亚、新西
兰、俄罗斯、丹麦、瑞典、挪威、美国等近
20个国家共举办了40多场面向外资的
专题推介会；先后迎接来自泰国、韩国、
苏丹、斯里兰卡、乌克兰、古巴等国家共
37批次考察团，以及澳大利亚、丹麦、德
国、阿联酋等10余个国家的侨商协会会
长、秘书长等前来考察。

已入驻的企业包括仙谷、哈罗公学
等，涉及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白俄
罗斯等地，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国际贸
易、科技、泛文娱等领域。此外，来自美
国、法国、越南、新西兰、柬埔寨等国家的
企业正在办理公司注册以及入驻手续。

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球贸易之窗项目
将致力于完善国际中小企业合作平台，
着重加大全球范围的招商力度，最大限
度挖掘企业资源，积极促成国际各类贸
易企业入驻，力争与至少30个国家的
300家企业达成合作签约；安排专人对接
外资客户，为其解答政策、营商环境等方
面问题，协助办理工商注册、证照、开户
等事宜；针对入驻重点企业推行“一企一
策”业务支持，量身打造专属政策；引进
各类中介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入驻企业
的业务便利性。

▼ 高空航拍海口国兴大道大英
山一带CBD别样美。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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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海招网首页展示海南面向全球招聘人才的信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