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海南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纷至沓来

前10个月
海南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142%
在琼央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20.2%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4%
其中

商务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30.7%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 15.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 17.9%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3.5亿元

同比增长72.1%
制图/杨千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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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力量 见证成长

招商三亚深
海科技城开发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史晓强

12 月 29 日，招商三亚深海科技
城开发有限公司即将迎来它的 3 周
年生日。作为央地创新合作的平台
公司，招商深海坚持围绕“国家所
需、海南所长、招商所能”，扎根崖州
湾，在产业组织和园区运营方面下
苦功夫，2021 年建成全持有型的专
业产业园……平台公司的每一步都
走得快而实。1000 多个日日夜夜，
我和我的同事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崖
州湾科技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期待
崖州湾科技城在央地合作上继续开
新花、结硕果。

（本报记者黄媛艳 整理）

服务园区 支撑建设

南方电网海
南海口供电局江
东供电分局高端
客户经理 文鹏

江东新区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前沿阵地和形象窗口，能为江东新
区的客户开展电力服务，我深感荣
幸。借鉴世界一流“获得电力”地
区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我们对
江东新区从办电环节、时长、资料
以及降低办电成本方面实施超常
规举措，进一步压减用电办理时
间，简化用电流程、降低用电成本、
提高供电可靠性，着力提升“获得
电力”服务水平，为江东新区打造
国际一流供电服务环境提供了有
力支撑。
（本报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朱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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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合作 收获颇多

戴比尔斯永
恒印记全球业务
转型副总裁 吴峰

戴比尔斯永恒印记非常荣幸能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今年我们与海
南的合作不断深入，收获颇多。5月，
我们参加了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参会效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公
司已经确定明年继续参加消博会。
首届消博会后，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在
海口注册成立了公司，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加紧建设加工厂房，并在海口日
月广场开设了海南首店。我们非常
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期待充分
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在海南自贸港
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供应链、加工制
造和分销中心的建设和布局。

（本报记者罗霞 整理）

一趟海南之行后，刘钜荣的“身份”发生了转
变——

尽管入境人员要严格落实长时间的健康管
理措施，但香港颖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刘钜荣近
期依旧从香港入境，来到海南。他的目的很明
确：寻找办公场所。

“寻找办公场所”，实则是“抢抓海南自贸港发
展机遇。”谈及此行目标，刘钜荣打开了话匣子，“国
家给了这么好的投资机会，发展空间巨大，我们要
牢牢抓住。”

颖通集团是中国进口美妆界的佼佼者，在今年
5月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后，其加快了
投资海南自贸港的步伐。

从参展商变身为投资商，“我们准备利用海南
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在海南建设区域总部，连
接海南免税消费市场和国内大市场，共享自贸港发
展新机遇。”刘钜荣说。

“身份”发生转变的，还有很多——
知名美妆企业科蒂集团在海南开设古驰美妆

旗舰店后，其旗下品牌兰嘉丝汀6月又在三亚海旅
免税城推出全球首间全新肌肤修护零售概念店；盛
诺一家旗下首家国内医疗机构，近期在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正式开业，推动海外就医回流；

泰国正大集团已注册成立两家外商投资企业；
日本乐购仕在海南成立供应链管理公司；北大荒集
团、王府井集团等国内企业也纷纷在海南注册成立
企业……

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响应海南自贸港建设，因为
有信心、信心足。

这份信心，源于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是“应有之义”;

这份信心，源于海南自然资源丰富、地理区位
独特以及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腹地经济等优
势，是“得天独厚”;

这份信心，源于海南全力推动原辅料、交通工具
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以及“两个15%”所
得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150多项政策落地实
施，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热情空前高涨，是“事在人为”。

海南自贸港，也因此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倾心
之地。今年，海南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
体纷至沓来。前10个月，海南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同比增长 142%，在琼央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20.2%。

市场主体落地快B

A 市场主体信心足

C 市场主体发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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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力军”陆续着笔“年终总结”：
“6月美国多特瑞公司在海南注册成立海南逸欧科技有限公

司。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在政策、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深耕中国市
场。”多特瑞中国总裁麦欧文“起笔”开头。

“7月海口华熙生物科技产业项目正式开工，短短3个月内完
成所有开工准备工作，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加坚定我们深耕海南的
决心与信心。”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燕继续“书
写”。

“目前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该项目
将为大唐深化政企合作、整合在琼资源提供可靠平台。”大唐国际
贸易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河云如是“落笔”。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各类市
场主体踊跃响应，组成海南自贸港建设“主力军”，为高质量高标准
推进自贸港建设提供强劲动力与源源活力。

18K黄金纯手工打造、重达10公斤的
费伯奇“盛世百年”彩蛋，在首届消博会上
进行全球首发展出，吸引了许多观展群众
前去观赏“打卡”。

首届消博会上，还有日本资生堂集团
两大全新品牌中国首展、施华洛世奇全新
品牌概念店中国首展……这股“首发首展”
风，在展会落幕后依然盛行。

9月，意大利品牌宝格丽在三亚国际
免税城举办宝格丽悦享盛典系列丝巾全球
首发仪式。

为何“情定天涯”？宝格丽相关负责人
冈萨雷斯用“业绩”回应：“三亚国际免税城
推出宝格丽悦享盛典香氛系列后，取得了
悦享盛典香氛系列全球最佳旅游零售业
绩。基于此，我们选择将三亚作为悦享盛
典系列丝巾全球首发的地点。”

“最佳业绩”与“全球首发”，两者的因
果关系，一如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响应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选择与收获。

今年国庆节期间，海南9家离岛免税
店销售额、购物人数、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
分别大幅增长63%、48%、72%。今年全年
离岛免税销售额有望再创新高。

“去年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后，众多
国际知名品牌进驻各大免税店，免税品销
售成倍增长，离岛免税购物吸引力越来越
强。”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高绪江说。

从一店看一业，1月至11月，免税市场
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
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4.7%，两年平
均增速为 98.1%；金银珠宝类同比增长
56.2%，两年平均增速为73.7%；与免税钟
表、箱包相关的日用品类同比增长60.6%，
两年平均增速为51.2%。

从产业看企业，1 月至 10 月，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24.4%，其中商务服务业营收同比增
长 30.7%，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收同
比增长 15.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收同比增长 17.9%；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3.5 亿元，同比
增长72.1%。

踊跃响应、积极参与，各类市场主体组
成的海南自贸港建设“主力军”，将继续书
写新的篇章。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

在海南自贸港，开办一家企业、完成主体结构
封顶，分别需要多长时间？

在海口江东新区，海南牧川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从申请设立公司到领取营业执照，“整个过程只
用了30分钟，效率之高超乎想象！”公司代表惊叹
连连。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三亚深海装备产业
园首栋科研厂房楼，从开工建设到主体结构封顶仅
用了60天，比原计划缩短了150多天的工期。

30分钟和60天，有海南自贸港的“助推”——
海南明确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手续、时间、材料和
成本，将全省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有市
场主体的“加速”——“企业、机构进驻意愿高涨，包
括中科院深海所深海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西部
超导设备研发生产中心等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我
们已根据意向客户需求，开展定制化施工，确保项
目建成即可投入使用。”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史晓强说。

航向清晰，才能满舵前行。市场主体落地快，
因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三个明确”。

——目标明确。海南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
体系，全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
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首届消博会落幕后一个月，6月戴比尔斯与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签约，设立戴
比尔斯永恒印记海南自贸港运营中心，推进亚太地
区供应链中心建设。“海南自贸港在戴比尔斯集团
全球钻石珠宝供应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以海南为核心运营基地，戴比尔斯集团的产品供应
可以同时覆盖中国和整个区域其他市场。”戴比尔
斯永恒印记全球业务转型副总裁吴峰说。

——原则明确。海南着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关系，以“六要六不准”为“行为准则”，平等对待各
类市场主体，创一流营商环境。

送出锦旗后，海南海盛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鞠
延辉仍觉得“夸不够”，“海南海事部门服务意识强、
办事效率高，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停航、

‘零等待’办理9艘船舶的转籍登记手续，为企业赢
得了时间、赢得了效益，节约了数千万元的运营成
本。”鞠延辉认为，一面锦旗远不能体现海南海事部
门的付出。

——产业明确。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3+1”现代产业
体系，海南大力招商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去年玖龙集团将整个集团的废纸原料采购结
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落户海口江东新区。
2020年已纳税逾5亿元，预计今年创税超10亿
元。”海南中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新项目开发高级
经理李石磊介绍，该项目从对接到落地只用了两个
多月的时间，创造了集团从考察到签约时间的最快
纪录。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租赁雅布伦科技产业园已建成楼
宇，为企业、科研机构入驻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在位于海口国兴大道的全球贸易之窗写字楼，工作人员为
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商务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远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