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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和提升消费
从六方面发力，用好免税、医
疗、教育等政策

“用好免税、医疗、教育等政策
促进各项消费，是‘十四五’带给海
南的一大机遇。”在讲坛中以及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过程中，魏杰反复提
及消费对海南的重大意义。

纵观“十四五”发展规划，魏杰
认为，消费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现
代化的重要指标，因此，“十四五”时
期的第一件大事是全面启动和提升
消费。

魏杰认为，消费主要分为六个
方面，一是吃穿用，二是住和行，三
是文化和教育，四是医疗与健康，第
五个组成部分是生态与环境，第六
个组成部分是人际交往与防风险。
这六方面的消费与海南自贸港的发
展相对照，都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譬如，消费的吃穿用，与海南关
系密切，海南是种业发展的重要地
区，免税政策也为中国百姓带来了
进口产品、奢侈品等，均潜力无穷。

在教育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
建设将发挥巨大作用。一旦海南
率先放开，吸引世界范围内优质高
校来海南办学，对海南的影响将是
巨大的。

而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机遇，
海南更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尤其是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让医疗
健康消费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
要推动力。

此外，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要
求越来越高，海南亦有独到的生态
优势，未来的生态与环境投资将是
巨大的，这对海南的未来发展非常
有意义。

“最近几年，每到冬天，会有很
多全国性的论坛会议在海南举办，
这实际上就是在满足社会的人际交
往需求。”魏杰说，人际交往方面的
消费结合海南来讲，会议会展将是
一个重要内容。此外人们防风险
的消费需求也将促进海南保险业
的发展，目前国家支持保险行业在
海南发展与这一需求也相当契合。

魏杰说，总体来讲，“十四五”时
期我们全面启动提升消费的六个组
成部分，对于海南而言都是非常好
的机遇，海南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其中对于海南免税政策的发
展，魏杰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免税
的品种范围，这个扩大不一定是增
加外来品，我国输出的企业产品也
可以通过免税转到海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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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第二期“中银·海报自贸港讲坛”在
海口开讲，400多位嘉宾参加。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下，我国“十四五”时期
将如何发展转型？在此背
景下，海南又该从哪些方
面抢抓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机遇？“十四五”时
期如何高质量谋划推动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扛起海南自
贸港的使命担当？4月11
日，由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打造的经济领域高水平
平台——“中银·海报自贸
港讲坛”第二期讲坛如期
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清华
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
授、博导、清华大学文化经
济研究院院长魏杰做了系
统性分享。

魏杰认为，全面启动和提升投资是
“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事项。

魏杰表示，总体而言，可以把投
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投资，
另一部分是企业投资。政府投资的核
心应该是公共产品，企业的投资核心
应侧重于产业。

而海南自贸港在建设过程中，政府
投资要做的项目还有很多，首先，传统的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要持续推进，这也是
海南“十四五”时期应要再上一个新台阶
的重要内容。

魏杰认为，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应
以政府为主导，这其中主要包括铁路公
路港口建设，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水
利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海南要紧抓
投资机遇，想办法进一步完善海南的传
统基础设施，加强机场、港口等建设，这
对于未来海南走向世界，建设中国特色
自贸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基建领域，譬如信息类的基础
设施建设、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创
新基础设施方面，海南也要结合目前发
展现状、利用现有政策，研究下一步投资
重点，这些由政府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必定要由政策来推动。
此外，政府主导的投资还包括城

市化投资、公共卫生投资和生态环境
投资。

魏杰说，总体来讲政府主导的“十四
五”五大重点投资，都属于公共产品。海
南也要借此机会、搭上便车，推动五个方
面的重点投资，凝心聚力向现代化方向
不断迈进。

从全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来看，我
国企业投资有四个重点，一是传统产业
升级，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
是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四是大力发展
服务业。

对于海南而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面有很多可把握的地方，譬如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健康医疗设备等方面，
海南大有可为。首先在生命生物工程产
业方面，海南就很有优势。此外，在航天
技术和海洋产业发展方面，海南更是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服务业更是海南要发力的一个重
要产业。”魏杰说，海南最关键的是要在
服务业方面找好与国内国际的连接点，
譬如设立相应的组织和机构等与需求方
对接，形成高端的服务业态。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盘来讲，技
术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从补短板开
始推动。

魏杰认为，对于海南而言，在生物医
药方面的创新是有着优势和基础的。
他表示，海南在生物医药健康方面有着
相关的政策，如果海南可以做到自主发
展，将打破很多进口药在内地的各种限
制，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此外，技术创新需要构造知识创新
的物理基础。魏杰说，知识创新要有物
理基础支持，其中现代化实验室、科创中
心等大型科学装置，有部分可以放在海
南，譬如生命生物方面的科学装置配备，
海南将是最佳选择点。海南可以把握此
动向，寻求此方面的支持，逐步实施该方
面的投资。

魏杰指出，深化体制改革仍然是
“十四五”的重点，在自贸港发展机遇
下，海南的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持续
研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课题，不断
吸引投资。

而在金融发展方面，创新也是首要
目标。魏杰认为，海南金融基础相对薄
弱，在防控好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海南金
融发展最主要的是要创新。

“金融创新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
是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真正做到资
本的自由流动。”魏杰说，目前海南金融
业态中的银行、保险、债券、股票、外汇
等5个方面中，外汇可以作为未来金融
创新的重点。

在外汇创新上，魏杰从海南自贸港
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方面作出了具
体阐释。

从发展格局上讲，“十四五”时
期，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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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十四五”
时期我国仍然要继续开放，并且更
注重更高层次的开放。在开放中，
中国要继续发挥自身的制造优势、
市场优势、服务贸易优势，并持续做
好“一带一路”建设。

海南在全岛范围内建设中国特
色自贸港，实际上向全球释放的信
号之一就是开放，意味着中国会继
续开放市场，并且是产品市场、服务
市场、投资市场的全方面开放。这
也表明，中国14亿人的庞大市场优
势将继续发挥。

魏杰说，在融入世界开放格局
中，“一带一路”是我国开放的重要
选择，海南能不能进一步融入“一带
一路”，这个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他认为，海南发展融入东南亚
是相对容易的，海南的开放不仅要
看国内的开放，也要研究进一步
面向东南亚开放，尤其是旅游和
教育方面。其中，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的招生，建议面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建立
开放的教育通道，对海南未来发展
很有意义。此外，海南在“一带一
路”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可以
再细化。

除此之外，在开放的前提下，海
南还要做好制度设计、完善人才政
策等工作，引导开放的深入，在开放
的同时实现共赢发展。

魏杰表示，“十四五”时期，海
南会有众多政策利好纷纷落地，
海南应认真迎接这次发展机会，
注重政策融合，加强内外协作，抢
抓机遇，早日把自贸港“总蓝图”
变为“实景图”。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十四五”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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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全面启动和提升消
费、全面启动和提升投资、推动科技创新、加快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加
强金融创新等，而在每项内容中，海南都能找到发展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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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更高层次开放
海南要更好融入“一带一路”，
融入世界开放格局

D

以问题导向推动创新
强化知识技术的支撑地位，把握未来创新重点

C

全面启动和提升投资
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向现代化方向不断迈进

B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
来看，中国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到2035年将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生产力发展来
看，我们已进入新技术
发展时代,新技术的发
展必然导致新产业的形
成和传统产业的变革

从国际环境来看，合
作与竞争并存，国际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

谈到“十四五”
魏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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