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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期待与更多企业深度结缘

今天的海南自贸港拥有全国最好
的对外贸易政策环境，洋浦是省委省
政府确定的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本届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
业排名在海南自贸港发布，将为海南
打造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增添一笔靓
丽色彩，洋浦期待与更多的企业深度
结缘，共同建设海南自贸港。

论坛共分为主论坛和洋浦贸易投
资发展专场会两个环节。主论坛邀请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商务部原副
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就新冠
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与对
策发表主旨演讲。他首先分析了今年
前8个月外经贸形势，强调未来国际市
场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政府、企业和
社团组织要协力做好稳外贸的各项工
作，充分发挥好政策的引领
和促进作用，贯彻落
实好国家外贸
促进和新

一轮对外开放政策，加速推进贸易数
字化转型，认真落实“六稳”工作、“六
保”任务要求，共同努力稳住外贸基本
盘，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推
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姜增伟表示，按照《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在
贸易、投资、金融、税收、立法等领域的
一系列制度创新，将加速国内外自由
贸易一体化，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和创
新带来新的契机。希望500强企业参
与到海南自贸港建设大潮中。

主论坛还邀请国家开发银行原副
行长李吉平、商务部综合司副司长李继
刚、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程瑗、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郭达等发
表演讲。

李吉平从金融产业的完善和建设
角度，阐述了金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支持。他说，希望海南自贸港
金融体系的建设，能够着眼金融体系
的结构性难题，吸引更多开发性金融
机构和其他中长期投融资机构到来，
成为全球中长期资金的重要集散地、
策源地。

李继刚就全力稳外贸稳外资促消
费，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从政策
角度进行解读。程瑗全面介绍了海南自
贸港建设进展，指出了企业在琼投资的
发展机遇。

企业投资洋浦受惠多

论坛期间举办了“自由贸易创新发
展圆桌对话”。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柴海涛主持；中国纺织品进
出口商会会长曹甲

昌和中国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等进出
口商会负责人、利安达国际投资（北京）
有限公司主席黄锦辉、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会计学会自贸区财经研究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叶金龙，以及外贸500强
企业嘉宾参加了圆桌对话。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贸易投资发展
专场会上，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向各
位企业嘉宾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在洋
浦保税港区设立贸易公司，开展国际
贸易业务。他说，在洋浦投资，既能享
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15%的税收安排，也能享受
加工增值30%进入境内区外免关税政
策，还能享受结售汇业务银行真实性
审核从事前审查到事后核查等支持保
税港区实体经济发展一揽子外汇政
策。特别是海南省政府已把洋浦作为
开展新型国际贸易先行先试的地区，
赋予了很多便利政策，来洋浦投资兴
业，正逢其时。

本届论坛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
计学会、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和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办，洋浦国际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数字期望信用
评估有限公司承办。外贸500

强企业和近150家其他企
业嘉宾，共计 300 余人

出席论坛。（本报洋浦
9月20日电）

海南自贸港建设给对外贸易企业带来无限商机

来洋浦投资兴业正逢其时

本报洋浦9月20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9月18日举
行的 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强
企业排名发布暨自由贸易创新发展
（洋浦）论坛，是洋浦经济开发区首
次主办的我国对外贸易合作与交流
的年度盛会，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
各类行业学会、商会、外贸500强企
业等300余名嘉宾欢聚一堂，共商
发展大计。

洋浦作为我省最早的国家级开
发区，从设立之初开始，就探索通过
扩大开放，促进产业和项目聚集。经

过多年的开发建设，洋浦工业总产值
占了全省的四成，进出口外贸总额占
了全省半壁江山，已成为海南对外开
放前沿和实体经济重镇。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
洋浦被省委省政府赋予了自贸港
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历史使命，也
明确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
枢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宗商品
集散交易基地和新型国际贸易创
新示范区四大产业定位。自《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
来，洋浦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推动自贸港政策加快实施。
据介绍，6月1日以来，已有3艘

国际船舶在“中国洋浦港”注册登记，
标志着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在洋浦落
地。6月3日，海关总署出台了《洋浦
保税港区监管办法》，洋浦保税港区
成为当前海南唯一的“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的区域，正被加速打造成为
自贸港建设“样板间”。7月13日，省
政府同意在洋浦保税港区打造离岸
新型国际贸易先行区，目前，已选择
3家纳入“白名单”的优质企业和2家
试点银行，中化石油（海南）有限公司

已开展首单离岸贸易业务。接下来，
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放宽至保税港区
内注册的优质企业；省政府还支持在
洋浦注册的企业享受新增境外直接
投资免征企业所得税。8月13日，德
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与省政
府签约，在洋浦独立办学，这是我国
首家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

目前洋浦正在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培育贸易新业态、探索贸易
新模式，打造新型国际贸易创新示范
区。同时，洋浦正在努力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近

期开展的省第三方营商环境测评中，
洋浦名列全省第一，主要原因是洋浦
承诺的优惠政策兑现最快，做到了当
天申报、当天兑付。此外，出口退税
业务正在试行先退后审、即到即办。

“我们希望各类行业学会、商会、
企业嘉宾们常来洋浦，与我们形成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分享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政策红利与发展机遇。洋
浦工委、管委会将当好服务企业‘店
小二’，围绕企业需求用心用力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助力企业赢在洋浦、
赢得未来。”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说。

洋浦多措并举推动自贸港政策加快实施

培育贸易新业态 探索贸易新模式

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
企业排名榜出炉

本土企业海航控股
排名第185名

本报洋浦9月20日电（记者林书喜 张
文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9月18日，“2020年
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排名发布暨自由贸
易创新发展（洋浦）论坛”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举行，论坛发布了《2020 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强研究报告》（以2019年度数据为依据）
的外贸500强名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1143.15亿美元贸易总额继续蝉联外
贸500强综合企业排名首位，深圳华为公司
以贸易总额为263.23亿美元位居外贸民营
企业500强榜首。

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前十企业
分别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郑
州）有限公司、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深圳华为公司、
深圳富士康公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达丰（上海）电脑有限
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贸易总额
19.15亿美元名列第185名，海南金海浆纸业
有限公司则以贸易总额9.17亿美元排名第
436名。

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会长
王亚平介绍，今年发布的综合排名 500
强和民营企业 500 强共计 879 家，贸易
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37.84%。本次将
此项排名发布工作拓展为“中国对外贸
易 500 强企业论坛”系列活动，是为了贯
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聚集社会各界力量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贡献，助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实现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希望将论坛打
造成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帮助外贸企业
创新发展、分享外贸行业经验智慧的品
牌论坛。

据了解，《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
研究报告》以2019年度数据为依据，2019
年，中国外贸 500 强企业贸易总额共计
15769.14亿美元，较2018年降低2.80%，其
中，出口总额为6523.87亿美元，比去年减
少4.06%，进口总额为9245.27亿美元，比去
年减少1.89%，总体出现2721.39亿美元的
逆差。

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共计31.54
万亿人民币，中国外贸500强占对外贸易
总额和去年相比略有降低，占比 34.6%。
在中国外贸总额提升的情况下，中国外贸
500强贸易额占比有所下降，这从侧面体
现中小微外贸企业活力强，中国外贸发展
更加均衡，中国外贸保持稳定增长、稳中提
质的发展态势。

洋浦贸易投资专场会
签约7个贸易项目
预计今年结算总额达85亿元

本报洋浦9月20日电（记者林书喜 张
文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9月18日下午，洋浦
经济开发区举行洋浦贸易投资发展专场会，
向参会企业、机构、媒体介绍洋浦发展定位、
政策优势，并对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最
终，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洋浦国
际）与6家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还现场签
约了7个贸易项目，预计今年结算总额达85
亿元。

专场会上，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在致辞
中结合洋浦产业定位特别是新型国际离岸贸
易先行区作了招商推介，介绍了洋浦在海南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相关政策措施推进
和实施情况和支持新型国际贸易发展资金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措施。欢迎企业到洋浦投资
兴业，参与洋浦新型国际贸易创新示范区建
设，共同分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历
史机遇。

推介环节，洋浦国际相关负责人围绕航
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数据中心四大
板块向企业家推介洋浦。洋浦国际自2020
年4月20日注册成立以来，公司团队紧锣密
鼓开展招商引智工作，接洽企业超过千家，签
约项目32家。

在专场会现场，洋浦国际与荣盛国际贸
易（海南）有限公司、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海南星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
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联合盛世国际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德缘石化（洋浦）有限公司、
鑫时利石化（洋浦）有限公司签约了7个贸易
项目，预计今年内可完成贸易结算总额达85
亿元。

此外，洋浦国际还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
口商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中国华铭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共6家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通过
双方的紧密联系与大力合作，建立长期的战
略伙伴关系，促进洋浦经济开发区对外经济
贸易快速发展，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先
行区建设。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众多嘉宾在自由贸易创新发展圆桌对话会上发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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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金秋九月，丰收
时节。9月18日，洋
浦经济开发区借助举
办2020年中国对外
贸易500强企业排名
发布暨自由贸易创新
发展（洋浦）论坛的
机会，向出席论坛的
行会、商会和外贸
500强企业嘉宾介绍
洋浦在海南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
相关政策措施推进和
实施情况等，并与7家
企业签了7个贸易项
目，预计今年年内可完
成结算总额达85亿
元，为确保完成经济指
标目标任务注入了
“强心剂”。这是洋
浦首次主办我
国对外贸易
合作与交
流的年
度 盛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