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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起步，已过而立、风华正茂——

海南，在春风中盛放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4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刚刚圆满落幕，人们热切的目光又
投向了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两场盛会接连在同一片土地上举行，这片土地，是海南。
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起步，已过而立的海南，风华正茂。

百
年

百年瞰变迁百年风云录

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

微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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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沿着正确方向驭浪前行
时间：2021年4月20日
地点：海南省史志馆
微党课主讲人：

海南省史志馆讲解员 俞秋雨

从 1988 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开始，
30 多年来，海南从过去的边陲小岛一
步步蜕变为全球关注的自贸港。一路
走来，可以明显发现，我们党始终站在
时代前沿，指引着正确方向。无论是海
南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发展，还是海南自
贸港的建设，都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和大力支持，海南的发展成果充分证
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
持党的领导。

正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在20世纪
80年代初召开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揭开
了海南对外开放的序幕；在1988年做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偏居一
隅的海南跃到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2018年4月13日，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
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
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迎来了空
前的发展机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18
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强调，
海南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
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也是
海南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关键和根本。因为坚持党的
领导，在建设自贸港过程中，在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时，海南才能“爬
坡过坎”，“乘风破浪”，实现自贸港建设
的顺利开局。

将时间回溯得更远一些，百年来，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始终传承接力，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海南的革命者、建设
者砥砺前行，团结带领海南人民，在各
个历史时期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波澜壮
阔的海南“时代画卷”。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建设自贸港，
使命光荣。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才能确保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驭浪
前行。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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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研究生

陈燕

到海南省史志馆参观学习，在“扬
帆奋进”展厅，解说员从海南建省的历
史开始讲解，一直讲到如今各个领域发
展的成果，让我这位从重庆来琼求学的
大学生对海南有了更多了解。

对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历史，我
印象最为深刻，看着人潮拥挤的“闯海
墙”，看着当时的年轻人在海南寻找发
展机会，我想到了如今——当下的海南
提出“百万人才进海南”的行动计划，给
无数当代有志青年提供机会，对于在琼
求学的学子而言，更是具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发展优势。

在海南求学这两年，无论是学习生
活中的所见所闻，还是媒体的新闻报
道，都让我深刻感觉到海南一天比一天
好，也让我坚定了毕业之后留在海南的
决心。如今的海南正在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经济、科技、医疗、教
育等领域高速发展。我作为海南省在
读大学生更应该乘上时代的列车，寻找
机会，追逐梦想。

扫二维码，看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相关视频报道。

编导、出镜/郭畅
摄像/陈若龙 周达延 剪辑/周达延

“闯海墙”闯海梦
百年文史荟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关于海南建省，有一张黑白老照片广为人
知，照片中是一堵贴满了纸张的墙，墙跟前是
一群拥挤的人。

那是海南建省前后的“闯海墙”，位于海口
市人民公园东湖畔。“求职者在这里贴自荐信，
招聘单位在这里贴招聘书，往往上一张纸的浆
糊还没干透，下一张纸又贴了上来。”省史志馆
讲解员俞秋雨介绍。

这样热闹的景象是海南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

据1987年底统计，海南每千人中仅有专
业技术人才14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三亚
30万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817
人，有专业职称的才767人；在拥有45万人口
的万宁，没有一名经济师、会计师。

1987年，海南筹备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
息传到全国各地，各类人才如潮水一般南
涌，史上称之为“十万人才下海南”。“说‘十
万’，其实远远不止十万。”俞秋雨说，“光是

省人才交流中心库存档案登记的就有18万
人。”

“十万人才下海南”迅速补充了海南建省
初期面临的人才缺口。《海南改革开放实录》书
中记载，根据对其中6.1万封求职信的抽查，其
中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大学本科的
占46%，专科的占29%，中专的占11%，高中
以下的占12%，近10%的人具有中、高级职
称。而且这些人才的专业涵盖多达47个，其
中很多专业都是海南建设急缺的，比如机械制
造、电子工程、电气自动化等。

“闯海人”如同歌曲《海南梦》唱的那样：
“创业的一颗雄心，伴着椰子树长大，海风阵阵
吹进胸怀，流血流汗一样潇洒。”这批“闯海人”
在年轻的海南挥洒热血，其中不少已经成为海
南今日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

2018年，党中央支持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消息引发了新一轮的人才下海南。据
统计，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共引进
人才23.3万人，同口径增长675%。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我们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要
做的是前人未做过的事，其艰难险阻，在
所难免。然而，正因为如此，其使命才倍
觉重大，其任务才更显光荣。”在1988年
5月 20日的海南日报上，一篇题为《前
进！海南人民》的文章如是写道。

“特”字放之海南，究竟该如何下
笔？年轻的省份很快提交了答卷。

1988 年 8月 1日，省政府正式公布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
（1988）26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
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公布了一系列政
策，实行资金、境外人员、货物等三个

“进出自由”原则。人们惊呼：这些政策
“比特区还特”！

探前人未行之路，试前人未做之
事。很快，海南又探索“小政府、大社
会”管理架构，在全国率先实行省直管
市县体制，机构比原海南行政区政府机

构减少 20个，人员编制减少 200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政治体制和社会
体制改革课题组后来给予这一改革高
度评价，认为其“突破了省、自治区已有
的行政管理模式，取得了成功，很有创
造性，不仅有创新的理论意义，而且有
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起步，海
南又一鼓作气干出了好几个‘率先’。”
讲解员俞秋雨介绍，1991年，率先在全
国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2年，率
先在全国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
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起新
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1993年，率先
推行燃油附加费改革，取消公路收费关
卡，实现了全岛“一脚油门踩到底”；
1993 年 4月，发布《海南经济特区企业
法人登记管理办法》，率先实行“先上车
后买票”的企业注册登记制度……

在春风中成长
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入夜，海南灯火璀璨，海口湾的街头
艺人弹着吉他唱着歌，市民游客流连忘
返。

镜头拉回到建省前，又是截然不同
的一番景象。满头白发的老海口人黄森
宗回忆：“那时候电不够用，海口的街道
充斥着小发电机运行的声响。”

建省后，伴随着“十万人才下海
南”，一阵建设热潮也在海南岛上如火
如荼地铺开。短短一年中，海南 14 个
重点项目纷纷上马，涵盖了港口、公路、
机场、电力、通信等多个方面，投资近36
亿元。1988年，海南的港口建设完成投
资近 5000 万元，几乎相当于建省办经
济特区前 37年全岛港口建设投资总和
的一半。1990年，海口电厂二期工程投
产，扭转了海南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为改善投资环境、大规模开发建设海南
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与基础建设同步推进的，还有开发
区建设。”俞秋雨说道。截至1993年，海
南经济特区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开发区共24个，各市县自行设立的小
开发区95个。

由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
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海南改革开
放实录》一书中评价：在开发建设热潮
中产生的大大小小经济开发区，是海南

经济特区开发建设模式的试验区，它们
所创造的各种成片开发模式和管理模
式，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同时，这些经济开发区实
际上成为海南经济特区吸引国内外资
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主要基地，是
海南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
辐射源。

2018年4月13日，30周岁的海南接
到了一个“生日大礼包”：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党中央决
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

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高
质量发展步伐越来越坚定；脱贫攻坚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厚
实；党建引领赋能改革发展……三年来，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壮丽画
卷，擘画于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书写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图景中。

33年前，宣布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
在春风中诞生。33年后，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呈现蹄疾步稳的良好态势，海南，在
春风中盛放！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在春风中腾飞
开发建设行稳致远

海口湾一带城市景观，蓝绿交融，高楼林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衔牌悬挂仪式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 张茂 翻拍

“十万人才下海南”时期，“闯海墙”前人头攒动。（省史志馆供图）

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海口，海府
路上的49号和59号并不显眼，甚至连
门牌号都已有些模糊。但许多“老海
口”将这里称为“梦开始的地方”——
1988 年，就是在这里，海南宣告建省，
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
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7 年 6 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首次向世人
宣布了这一重大决策，“海南岛好好发
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 年 4 月 13 日，同样是在人民
大会堂，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
《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这
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向世人宣
告：中国最年轻的省份诞生了，中国最
大的经济特区问世了。

“那年 4 月 26 日，海南省委、海南
省人民政府衔牌悬挂仪式在海口举
行。”省史志馆讲解员俞秋雨指着馆内
的两张黑白老照片，向海南日报报道

组介绍。
虽然海府路旧址已看不出多少痕

迹，但从照片里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当
时的喜庆：门楼上拉着横幅，上书“庆
祝海南省成立”，大门口悬着灯笼，从
四处赶来的人们摩肩接踵。当天12时
28 分和 12 时 40 分，悬挂在海府路 49
号和 59号大门口的“中国共产党海南
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两块
衔牌先后揭开红纱。

随着红纱揭开，全新的海南诞生
了！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人们如同被
打开了情绪的闸门，霎时间，现场鞭炮
齐鸣，锣鼓喧天，手持花团彩带的少先
队员跳起了欢乐的舞蹈，舞狮队腾跃
而起。

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我的
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一书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这样写道：“放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海南这一‘更大的特
区’的建立，是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
改革开放全局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

在春风中诞生
全新的海南启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