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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旅游协会大中华区副主任吕永梅：

“海南旅游业发展大有空间”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尤梦瑜 罗霞

“海南旅游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并且拥
有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办签证、离岛免税等政策优势，
海南旅游业发展大有空间。”9月5日，在2020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上，亚太旅游协会
大中华区副主任吕永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海南旅游业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吕永梅有切身
体会。“1990年代，我初次踏访海南就曾留下深刻印
象，去年因工作关系我到海南，发现海南旅游业在硬件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吕永梅
说，她一直关注海南旅游业发展动态，近期海南旅游市
场在业内十分火热，海南旅游业疫后加快恢复重振情
况振奋人心。

在吕永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为旅游业的发展按
下了“暂停键”，但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的
方向：即如何才能让行业更可持续、更具弹性、更具竞
争力？“这其中离不开‘品质、质量’四个字，对当前海南
来说，需要从提升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完善旅游产
品体系两个方向着力。”吕永梅认为，完成自我转型和
自我提升，对海南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从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方面增强竞争
力？吕永梅举例介绍，海南旅游资源和政策优势明显，
可以借力优势，大力推动丰富邮轮旅游产品、打造注重
体验的旅游产品等，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提升服
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挖掘海南“引流”的新动力，
吸引并留住高端的旅游消费者，实现旅游业发展“旺丁
又旺财”。

“要让游客发现，到海南旅游的关键词不只是海
岛、椰风、休闲，还有最独一无二和舒心难忘的体验。”
吕永梅说。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张新宜：

期待与海南
深化多领域贸易合作
■ 本报特派记者 罗霞 尤梦瑜 周晓梦

“你从海南来的啊，我们正想和海南加强合作。”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
上，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张新宜听完
海南日报记者的介绍后，热情地同记者交谈了起来。

张新宜是服贸会的老朋友，参加了多届服贸会，致
力于扩大瑞士与中国在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等方面的
合作，服贸会组委会还曾向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颁发
优秀组织单位奖。在本届服贸会上，瑞士欧中企业联
合会设置的展区，既涉及服务贸易，也涉及货物贸
易。在服务贸易方面，重点推介瑞士金融培训项目、
文化服务项目；在货物贸易方面，重点介绍了瑞士品
牌展示中心。于去年在北京成立的瑞士品牌展示中
心，目前已有72个瑞士知名品牌进驻，其中99%为首
次进入中国的瑞士高质量原产地产品。

“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我们非常希望利用海南的
政策等优势，将这些优质的瑞士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市
场。”张新宜说，从目前推广的情况看，很多瑞士产品受
到消费者的欢迎。

“这是瑞士最好吃的巧克力！这是瑞士最高品质
的酒！”张新宜如数家珍般介绍着一个个瑞士产品，“我
们希望海南更多的居民和游客能享受到瑞士高品质的
产品。”

张新宜对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抱有不小期待，
“这个展会很有吸引力！”

在张新宜看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推进、
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地实施，海南在贸易方面大有可为，
既可以扩大商品进出口，也可以深化金融、文化、旅游
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合作。张新宜建议海南进一步加大
自贸港宣传推介力度，让更多外国投资者了解海南自
贸港、投资海南自贸港，“相信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与海
南的贸易合作有兴趣。”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尤梦瑜 罗霞 周晓梦

“我们当年是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联系海南、落
地海南的，现在，我们要带着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培育出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推广。”慈铭
博鳌国际医院创始人胡波9月5日在参加2020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活动时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道。

2015年，慈铭体检从单一体检模式升级为全生命
周期的韩博仕创新国际医疗服务平台，并在海南自贸港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创立了一家小综合、大
专科国际化三级综合慈铭博鳌国际医院，拥有第三代基
因辅助生殖中心、精准医疗中心、进口医药转换平台。

“利用乐城的利好政策，我们用三年时间将先进的
医疗技术与服务模式引入海南，将医院打造成医疗新
技术和新医药的转化平台。目前，我们在干细胞免疫
治疗、生殖辅助技术等方面都达到国际水平。我们期
待，将这些新技术、新医药通过今年服贸会向更多人群
展示，推向更大的市场。这也正是发挥出乐城‘先行先
试’的功能和角色。同时，也是借此机遇寻求与相关企
业和机构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胡波说。

随着国际社会发展，服务贸易将拥有巨大潜力，而
医疗服务贸易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胡波表示，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已在海南布局5年，眼下进入了“结
果期”，他们将进一步利用好国家赋予博鳌乐城的政
策优势，进行新一轮产业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开拓
专业医疗相关的产业，例如医疗保险、医疗金融等，
形成康养全产业链发展。”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罗霞
尤梦瑜

9月4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
京拉开帷幕，在这场全球服务贸易领
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上，“开放”
是会上频频出现的词汇。海南自贸
港作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受到许多
参会嘉宾高度关注，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他们纷纷对海南自贸港
建设表示期待，并希望寻找机会参与
自贸港建设，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

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吸引力

货物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服务贸易也一样，只不过卖家卖
的是服务。在此次服贸会组织的文
化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等八大
专题展区上，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相应
领域企业。不少国外参展商表示，期
待以展会为契机，加快了解和布局中

国市场，其中有些企业将布局目光放
在了海南。

“海南自贸港政策力度大，会展
业、跨境电商等领域发展空间广阔。”
澳大利亚国际商业产业园相关负责
人李道胜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的公布，给海南带来巨大
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优
质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

澳大利亚国际商业产业园以国
际会展为核心，是仓储供应链营运、
国际办公、行业服务、媒体推广于一
体的一站式多元服务平台。李道胜
介绍，他们目前正在考虑到海南参与
会展业的发展，“海南会展业可以充
分发挥政策、资源等优势，实现更大
的发展，有效拉动经济发展。”

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部长
沈基原也有“到海南”的打算。“韩国
企业非常希望通过海南自贸港，将韩
国的优质产品推广到中国、推广到全
世界。”沈基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很
多韩国企业想与海南开展投资、贸易

等合作，一些企业正与海南建立联
系，希望加快与海南的合作。

“海南自贸港在韩国企业中的热
度很高。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税
收优惠力度很大，这些都是最近大家
谈得比较多的话题。”此次服贸会，沈
基原所在的韩国贸易协会带来不少
智能服务产品、美容产品、健康食品
等参展，在他看来，与海南重点培育
产业相关的韩国企业将通过进军海
南获得新的机遇，韩国邮轮旅游、航
空、免税以及通信等服务产业有望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受益。

期待自贸港政策为
服务贸易带来活力

放眼全球，服务贸易已成为当今国
际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着眼国内，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正火热展开。在自
贸港建设中，有一大核心任务和挑战就
是在开放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打造。

“税务服务是毕马威向全球客户

提供的服务类型之一，在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海南税收制度设计将是非常
具有开创性和国际前瞻性。”毕马威
中国税务合伙人陈亚丽指出，海南

“零关税”有关政策，可以为吸引全球
贸易和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毕马威是一个由专业服务成员
所组成的全球网络。成员遍布全球
153个国家和地区，其各地团队提供
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去年
5月，毕马威海南分公司在海口开
业，致力于为海南政商各界提供专业
咨询意见，共同探索自贸港发展路
径。“我们对未来在海南发展充满期
待，也充满信心。”陈亚丽说，期待自
贸港政策为服务贸易带来活力。

除了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以外，
在此次服贸会涉及的十二大领域
中，健康与社会服务也是其中一项
主要内容。面对疫情之后大健康产
业及健康服务贸易的增长潜力，不
少大健康产业企业已在谋划如何发
挥自身优势能力，借力优惠政策，实

现优化发展。
“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不论是对公司而
言还是对员工个人而言，都极具吸引
力。”青春因子（北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李琳指出，作为一
家致力于抗衰老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的生物科技公司，他们希望能够在海
南进行投资建厂。

“海南建设自贸港有丰厚的优惠
政策，我们希望未来能在海南建立中
保养老服务教育学院分院，探索养老
服务的新型模式，发展老龄服务事业
和产业。”中保养老服务教育学院常
务副主任薛砚京说，他们对海南自贸
港建设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
十分期待，希望与海南进一步沟通交
流，洽谈相关合作，围绕健全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和健
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加快
培育发展养老服务新产业、新业态。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服贸会与会嘉宾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

开放新高地 共享新机遇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创始人胡波：

利用政策优势
进行新一轮发展布局

9月5日，在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旅游服务专题海南展馆，观众在观看黎锦非遗技艺。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尤梦瑜 罗霞
周晓梦

初秋的北京阳光明媚，和风徐
徐，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京盛大举
行。紧扣此次服贸会展览主题与场
馆设置，海南省携三大展馆在本届服
贸会综合展——“国家和省区市专
区”以及专题展——“旅游服务专题”

“文化服务专题”三个区域分别亮相。
9月5日，服贸会迎来广大公众，

海南三大展馆以自由贸易港政策推
介、旅游推广和文化产业成果展示等
内容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会嘉宾、
游客们在热带风情中，感受自贸港发
展带来的新机遇新风采。

特色展馆展示海南风情

在服贸会旅游服务专题展区，海
南展馆凭借特色鲜明的设计、丰富的
展品以及免税购物的热点，吸引了一
波又一波的参观人流，在开馆首日便
迎来“超高人气”。

“来转一圈就更想去海南旅游
了，雨林景观和免税购物对我们来说
比较有吸引力，国庆假期海南游行程
可以安排起来了。”北京市民李征在
展馆内说，他和家人正在制定出游计
划，海南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展会现场以“阳光海南，度假天
堂”“健康游 欢乐购”为主题的海南
展馆形象新颖，帆船、椰子树、冲浪
板、沙滩椅、骑楼等元素的设计，将阳
光海南的椰风海韵和绿水青山景象

“带进”展会，“带到”参展观众面前。
第十五届北京文博会作为本届

服贸会八大专题之一的文化服务专题
举行，位于文化服务专题展区的海南
馆以“美好新海南·启航自贸港”为主
题，着力展示我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成效，突出展示文化旅游重点企业
和项目，集中呈现全省精品旅游和文
化产业的新成果、新产品和新面貌，重
点推介本土特色文化创意产品。

蓝色的曲线如海浪涌动，白色
的线条似浪花翻腾。“海浪、海岸、贝
壳等海南特色元素始终萦绕在大家
对海南的印象中，在展馆设计中，我
们以海南特有的地域造型为切入点
开展设计，以蓝白相间的简明色调凸
显海南的特色文化。”2020服贸会文
化专题海南展团执行负责人冯清哲
介绍。

“干货满满”推介政策成果

在国别和省区市专区海南展馆，
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三亚市中医
院、慈铭博鳌国际医院等参展单位的
代表忙着向观展的人解答各类问题。

展馆内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
式，展示了海南自贸港政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成果、重点领域和重点园区投
资机遇等。我省多个重点园区和重点
产业相关企业、项目均得到一一介绍。

“你们呀诺达景区这个悬崖观海
秋千15岁的孩子能玩儿吗？有没有
家庭套票？”“请问这个黎族织锦的包
包是纯手工织的吗？”“这位女士，您
参与‘翻翻乐’抽奖活动获得一份来
自海南的椰子食品，恭喜您！”……旅
游服务专题展区内的海南馆里，耳边
除了传来颇具海南特色的本土音乐
声，还能听到观众各类咨询和互动交
流的声音，口音天南地北、各不相同。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也成为
旅游服务专题海南展馆的焦点之
一。三亚国际免税城展台工作人员
王宁说，大家对到海南“剁手”购买免
税商品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场很多人
咨询海南免税购物优惠活动、购买渠
道、团队购买等问题。

省旅文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我省旅游参展代表团共组织海口市旅
文局等单位，以及海南省免税品有限
公司等30余家旅游企业共同参展，希
望借此机会加强国内旅游市场推广并
拉动旅游综合消费，促进消费回流复
苏工作目标，并结合海南免税购物新
政的实施，拓展海南国内旅游客源市
场，全面展示海南旅游、文化、免税购

物、乡村等旅游产品体系整体形象。
文化服务专题展馆内，耳熟能详

的《万泉河水清又清》乐曲悠扬响起，
从实景演艺《红色娘子军》中走出的

“角色”在海南馆外翩翩起舞，引来游
客驻足拍照。

“红色文化是海南的一张特色名
片，红色娘子军更是在全国家喻户
晓。此次参展正是在进一步推介形
式多元的旅游产品的同时，宣传海南
红色旅游文化。”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
公园运营副总经理安美表示，陕旅集
团以红色演艺为创新红色旅游发展的
突破口，推动海南红色文化传承“焕
新”，集团即将启动演艺公园二期项目
——实景演艺作品《解放海南岛》，持
续助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铸造
海南自贸港旅游新名片。

借服贸会寻合作新机遇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高级营销经理肖生珺9月5日
特意来到国别和省区市专区海南展
馆，不仅细读展板上的海南自贸港情
况介绍，还与在场的海南参展商代表
交流了许久。“一是来学习经验，二是
来看看有没有合作商机。”肖生珺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海南正在建设自贸
港，开放发展商机多、创新发展经验
足。“大家都非常关注海南自贸港，非

常看好自贸港发展前景，希望在能源
等领域能与海南有合作。”

在国别和省区市专区海南展馆，
现场摆放的艾灸贴、时令茶等“喜松
堂”健康产品引来不少人驻足了解。
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行政副院
长袁爱林说：“我们正不断拓展国际
市场，通过医疗、培训、科研、保健、技
术推广、产品营销和文化传播等方式
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碧海蓝天、椰影婆娑间，在文化服
务专题展区的海南馆内，各家参展企
业的项目以及文创产品被富有巧思地
陈列展示。海南省陶瓷文化产业协会
带来的红泥陶瓷器向人们展示着海南
陶瓷器的历史与传承；三亚海棠湾手
工创意产业基地景泰蓝手工艺品制作
匠人现场演示工艺品制作工艺；色彩
艳丽的海南彩雕让一位位参观者询问
它的制作原料与工艺……

“协会刚刚成立，这是我们第一
次以协会的身份，组织会员单位来参
加展会。我们把海南陶瓷器带到全
国性的展会上，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海南陶瓷器历史，也借此机会同
更多相关企业增进交流，推进海南陶
瓷业发展。我们此行还和中陶协加强
合作，推广海南陶瓷文化。”海南省陶
瓷文化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关伟说。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政策宣介 旅游推广 文化展示

海南三大展馆亮点多人气旺

9月5日，在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文化服务专题海南展馆，观众在了
解特色彩雕。

9月5日，在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国家和省区市专区海南展馆，观众
在了解自贸港发展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