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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保税港区累计注册企业达640家，人气越来越旺

抢滩“样板间”，决定做对了

2018年，我从加拿大回
国，考察北京、上海、苏州等
多地后，深感海南是区块链
发展的热土，作为A类引进
人才于 2019 年 4 月来到海
南生态软件园，见证了海南
自贸港的发展：营商环境改
善带来大胆的业务创新，让
我对从事的领域充满信心；
大力引进人才，让我看到优
秀人才不断加入，大家都把
海南看作能实现梦想的优秀
平台。遍地商业机遇，使我
有幸参与了很多项目，包括
数字治理、数字金融、医疗大
健康等领域，也让我非常看
好海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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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开新局看点

一图读懂
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

故事

2019 年 4 月，省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正式
对外运行，通过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一口进，一口出”
真正实现了“一窗通办”。
为方便外国友人办事，我们
的国际投资“单一窗口”还
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为外
籍办事人员解答疑虑、提供
帮助。

为胜任岗位，我和同事
们在工作之余加强业务知
识和外语学习，熟练掌握并
准确适用国际投资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大家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投入工作，确保为
每个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

■ 张永生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
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惜墨如金的
2021 年新年贺词中点赞海南自贸
港建设，让每一位参与者、支持者都
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十三五”时期，海南办好了一
系列大事，办成了一系列好事，办妥
了一系列难事。特别是刚刚过去的
2020年，面对艰巨繁重的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任务和困难交织的复杂局
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
领全省人民勠力同心、砥砺实干，对
标对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突出制度集成创新，推动重
大政策落地，紧紧扭住了海南自贸
港建设这个重点，实现了自贸港建
设顺利开局。离岛免税“新政”、“两
个15%所得税”、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一批核心政策落地实施，海南自贸
港法治建设扎实推进，重大功能平
台发展势头良好，对外开放水平全
面提升，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海

南自贸港建设蹄疾步稳，多点突
破，纵深推进，一幅瑰丽、宏伟的时
代画卷正在南海之滨徐徐展开。

雄关漫道真如铁。站在新的
起点，我们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喜悦，也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激
动。“十四五”时期是海南高质量高
标准建设自贸港的关键时期，海南
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要面对前
所未有的挑战。看机遇：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海南自贸港发
挥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看挑战：当今世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
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之“变”，经济
全球化进程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
浪，给海南自贸港进一步扩大开放
带来了更多困难、风险。与此同时，
海南经济总量不大、流量不足、增量
不够等问题较为突出，也给自贸港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带来了影响。前
瞻十五年，干好这五年，抓紧每一
年；抢抓发展之机，夯实进步之基，
克服已知之难，防范未知之险……
这些都要求海南牢记使命勇毅行，
咬定目标不放松，努力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开新局，呼唤新气象、新作为，

关键是抓好开头、起好步。前不久
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021年海南经济工作的重点、焦点、
亮点仍然是自贸港建设。乘势而上
开新局，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要坚
持“小步快跑”，蹄疾步稳推动政策
落地见效，加快释放政策红利；要抓
紧研究封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使海南自
贸港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
汇点；要加快建设重大功能平台，着
力夯实自贸港产业基础。始终紧紧
扭住自贸港建设这个重点，既把准
方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又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方能加快落
实早期安排，全力争取早期收获，确
保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为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
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
满者。”改革开放尤其是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敢于走别
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
风景；只有沿着认准的路坚定地走
下去，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看准一步迈一步，干一
件成一件，海南自贸港的明天必将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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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以来，中旅集团
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成为首
家总部进驻海南的央企。
两年来，集团把海南作为业
务发展的主战场，依托离岛
免税全产业链进入，借助海
南自贸港政策及离岛免税
新政的政策优势，在琼业务
得到迅猛发展。截至 2020
年底，集团在琼拥有21家控
股企业，在琼资产总额约
855亿元。

未来，集团将继续发挥
作为中管央企的优势，扎根
海南，全面拓展在琼业务，
加大在琼投资力度，深耕海
南旅游市场，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

中国旅游集团海南
区域总部总经理，
中免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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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看到洋浦保税港区现在这般热
闹，我们不再是‘孤家寡人’了。”1月
11日下午，在洋浦保税港区海南椰容
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总经理夏先华
一边处理公司业务，一边聊起洋浦保
税港区近年来的巨大变化，感慨万
千，“2017年底我们进来设厂时，厂
房四周都是杂草灌木，没有什么企
业，感觉很荒凉，如今到处都是火热
的建设工地。”

海南椰容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

年12月在洋浦保税港区注册成立，是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重点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之一，于2018年8月建成投产。
目前该公司已开发出12个系列产品，
日产50吨椰汁，产品主要销往成都、
江苏、上海等地。

夏先华说，2017 年到洋浦考察
时，看到保税港区里搞生产的企业没
有几家，很多厂房闲置，也没有什么人
气。“当时一起过来洋浦考察的企业不
少，但最终决定在保税港区设厂投产
的只有我们一家。”短短几年过去，恒
丰面业已投产，菲洋椰子产业园、澳加
粮油、陆侨集团、沃尔金顿等实体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保税港区的人气越来越旺。

“当时决定在洋浦建厂，就是看准
了保税港区的政策，企业可以节省原

料、进出口物流和时间等成本，营商
环境和招商政策在海南也具有优
势。而且，洋浦是海南唯一的国家级
开发区，我们相信这里的发展潜力巨
大。”夏先华说，如今洋浦是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洋浦保税港
区是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当初
的决定做对了！”

目前，该公司的产品主要在国内
销售，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的落地，
公司也在求变。不仅针对不同的消
费群体和消费场所推出不同的产品，
公司还在考虑扩大产能，依托洋浦保
税港区的优惠政策及西部陆海新通
道国际航运枢纽的区位优势，面向国
外市场开发高端产品，做强海南椰子
汁品牌。

如今的洋浦保税港区，洋浦葡萄

酒交易平台、寺库等进口货品项目正
抓紧装修施工，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
产业园厂房已竣工，澳加粮油项目部
分储罐和钢结构厂房已拔地而起，其
对面的标准厂房海外仓也进入了钢结
构施工阶段。

据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工作人员
李广能介绍，2020年，洋浦保税港区
注册企业总数502家，其中6月1日至
12月31日新增注册476家，占2020
年全年的94.82%；新增签约项目19
个，新签约项目中在建的有澳加粮油、
洋浦葡萄酒交易平台等9个项目，其
他项目也正抓紧进场开工。截至
2020年底，洋浦保税港区注册企业累
计640家，园区不仅人气越来越旺，发
展活力也越来越足。

（本报洋浦1月11日电）

牛津（海南）区块链
研究院有限公司专
家工程师李阳：

省政务服务中心国
际投资单一窗口助
理审批员吴欣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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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实施，早期安排加快落实、早期收获日益实现；投资贸易
便利化取得明显成效；制度集成创新压茬推进，成果丰硕……“十三五”时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

图①2020年9月28日，洋浦-南太-
澳洲集装箱航线在洋浦小铲滩码头正式开
通运营，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线
开通启航。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图②2019年4月17日，在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两位日本专家在查看实
验样品。该园区通过引进国际高水平人才，
推进医疗前沿研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图③2020年4月19日，海口市国兴
大道大英山CBD核心区夜景绚烂。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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