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等优惠
政策，对全球消费资源的集聚、配置
能力不断提升。利群集团是做零售
起家，所以我也希望对接海南在消
费等领域的更多资源，有效优化消
费供给，将尖品好物带到全国各地。

希望依托海南自贸港系列政
策，把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辐射到
东南亚地区；我们想通过海南自
贸港的人才磁场，吸引一批国内
外技术人才，为航空和工程技术
产业研究创新“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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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投资合作协议36个
意向投资金额超200亿元

签约项目涵盖医疗、文旅、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环保、
金融、航空、新能源、油气、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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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周晓
梦 王培琳 李梦瑶）7月24日，在民营
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
项目签约活动上，共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36个，意向投资金额超200亿元。

此次签约项目涵盖医疗、文旅、
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环保、金融、航
空、新能源、油气、食品加工等多个产

业领域。
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海南自贸

港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作为民营企业一定会抢抓新机
遇，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会长、大

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
席吕建中说，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
将发挥好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引导
广大会员单位以“换道超车”的思维、

“腾笼换鸟”的举措，引入区块链、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
在海南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
济，促进文旅融合、数实结合、虚实结

合，推动海南文旅产业创新突破、高
质量发展。

前海电商（深圳）供应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沈琦雅提到，从公司落地
海南的点滴细节中感受到营商环境逐
步优化。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作为落地海南的民营企业，
集团非常看好自贸港广阔前景。

华盛资本证券有限公司基金管
理部负责人姜博介绍，公司相中的是
海南金融政策优势和未来发展前景，
此次合作是到海南进行产业布局的
第一步，将通过设立QFLP基金管理
公司，服务自贸港金融体系建设。海
南不断扩大的开放领域、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等，将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家

投资海南。
签约活动结束后，与会民营企

业家还前往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等地调研考察，走访企业和
项目，深入了解产业环境、配套服
务、政策落地等情况，为进一步接洽
合作奠定基础。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周晓梦 李梦瑶

海南自贸港建设日新月异。
近两天，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

介和再次赴琼，不仅是要参加民营企业
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
签约活动，更重要的是要跟进、签约海
口演丰镇国际区域总部项目。

“海南的发展潜力很大，大有可为，
我们也信心满满，并将创新创造差异化
的投资建设模式。”7月24日上午，太平
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在严介和看来，海南自贸港是潜力
无穷的。此次在海口演丰落地的国际
化区域总部，是严介和关注多年的，太
平洋建设集团也将借此项目进一步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我们也要把未来的生态环境、水
务治理这个板块的区域总部落在海
南。”严介和说。

据介绍，太平洋建设集团将依托刚
刚获批的行政地产板块，挖掘海南城市
潜力，盘活海南存量资源，来结合增量，
优化结构，提升行政地产品牌。

此外，严介和表示，基于海南自贸
港的政策优势，海南将吸引诸多企业区
域总部落地，太平洋建设集团也将适应
国际化，打造高端的现代服务业，譬如
教育、医疗、康养等系列产业。

据悉，在参与海南建设方面，太平
洋建设集团早已开始行动，并在几年
前已定下基本方向。严介和说，集团
以“一点一线一面”为主要指引，一个
点就是海口江东新区、一条线就是环
岛旅游公路，一个面就是 19个市县，
全面深度参与到海南建设中来，主要
建设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包括差异化的高端现代服
务业、智美经济、差异化的美丽工程。
目前，太平洋建设集团已经与我省19
个市县切实展开合作并落地项目，下
一步，该集团将进一步走差异化路线
投资建设海南。

“差异化需要创新创造，也需要满
满的智慧。”严介和说，对于海南建设自
贸港，我们有信心，也必将聚集人力、物
力、财力，用我们差异化的创新来投资
海南。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周晓梦 李梦瑶

“旅游业是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
产业之一，和我们集团的产业发展定
位非常契合。”7月 24日，民营企业助
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
约活动期间，重庆锦渝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宇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在重庆从事旅游业的罗宇，几乎每
年都会来海南度假，但是这次来海南参
加“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
会”，罗宇更加坚定了一个念头，那就是
要紧抓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机遇，加快在
海南深耕旅游业的步伐。

罗宇坦言，近两年一直在关注自贸港
发展，并且在深入研究海南的旅游资源。
经过这次会议之后，集团将再次认真研究，
进行实质性投入，对海南旅游资源进行挖
掘打造，希望依托海南越来越优的营商环
境，可以为海南旅游业作出一点贡献。

“海南现在正在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把旅游和消费结合起来，这一点
也非常吸引我们。”罗宇介绍，在重庆，
她的企业主要是整合旅游各产业链终

端资源，而旅游业态涉及吃住行游购娱
等旅游6大要素。也希望把旅游这6大
要素的终端资源能够在海南逐步建立
起来，一方面把这些旅游终端资源整合
好，另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流量。

罗宇说，首先想依托集团在内河航
运方面的优势，从旅游交通方面着手，
探索在海南开展近海航运旅游产业。
此外，海南的康养旅居，也是企业想在
海南打造的重要产业。

据介绍，康养旅居可以依托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旅游驿站，在海南东西线
沿线铺开，打造一批兼具海南特色和国
际化的民宿酒店，同时在特色餐饮、特
色旅游商店、旅游驿站观景台打造、娱
乐项目设施建设方面也积极谋划。

事实上，目前重庆锦渝文化旅游集
团已经跟海口有项目对接。罗宇表示，
接下来将会加快与海口、三亚等地更系
统地对接，加快项目落地。

“多次来海南，也感受到海南的变
化，我相信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一定会给
海南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谈及海南的
未来发展，罗宇信心十足。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李梦瑶 王培琳

“这次到海南，我核心关注的是航
空技术装备产业发展。海特集团在航
空技术装备，包括飞机的客改货和航空
工程技术上有一些特色，我们非常希望
抓住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推动航空技
术在海南生根发芽。”7月24日，在民营
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
项目签约活动上，海特集团董事长李飚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家在航空工程技术和高端
射频芯片制造领域闯出一片广阔天地
的民营企业，海特集团将目光瞄准海
南，可以说是必然之选。

在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带动下，海
南飞机维修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借力自贸港建设东风，培育具有海南特
色的产业集群，海口美兰空港一站式飞
机维修基地项目正加快推进，助推自贸
港产业优化升级，打造面向太平洋、印
度洋，辐射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航空枢
纽“新引擎”。

如此产业前景，正是海特集团所关
注的。“一方面，希望依托海南自贸港系

列政策，把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辐射到东
南亚地区；另一方面，我们想通过海南
自贸港的人才磁场，吸引一批国内外技
术人才，为航空和工程技术产业研究创
新‘汇智’。”李飚说，在海南除了产业布
局，海特集团还期待进一步开拓市场、
吸引产业人才。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目前，
我们正在积极和海口市磋商，希望能推
动我们的航空装备研发制造产业、技术
服务产业在海口落地。我非常看好海
南自贸港的发展，这是我们走向国际化
的一个大的窗口和平台。”李飚认为，海
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十分可期。

在李飚看来，民营企业要保持创新
热情，而民营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前提
是有力的政策支持、良好的产业环境。

“像海南自贸港对鼓励类产业15%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最高15%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这对我们吸引高
科技人才就是一项利好。”李飚说，搞科
研创新需要自身沉得住气、“十年磨一
剑”；也需要自由、便利、创新发展的外
环境，这是由多维度的条件叠加而成。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李梦瑶

对于为期3天的“海南之旅”，徐瑞
泽是带着想法和计划来的。

“跨境电商产业、国际贸易相关政
策，以及海南自贸港系列政策，都是我
们希望了解到的重点内容。”徐瑞泽是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
集团）董事、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此次她专程前来参
加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
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

在参会期间，徐瑞泽了解到一组数
据：五年来，海南全省民营经济得到长
足发展。市场主体由16万户增长到66
万户，增加为4.1倍，已达全省企业总数
的98.02%。

“这体现了海南开放包容的发展环
境，民营企业在这里接受度非常高。作
为民营企业家队伍的一员，我也是带着
非常多的期待来海南，寻求发展机遇。”
徐瑞泽对这组数据印象深刻。

作为山东老牌零售企业，利群集
团经过近九十年不断沉淀，逐渐形成
了以品牌批发为拓展先锋，物流配送

为基础支撑，百货零售为主营业务的
发展格局。

徐瑞泽直言，利群集团主要运营地
区在山东、江苏和安徽等地，“单纯从地
理位置上看，海南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
远，但从贸易便利角度上看，海南对我
们是有吸引力的。”她进一步解释，海南
自贸港建设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具有政策优势，国际贸易领域发展机会
不断增多，这是利群集团所看中的。

“企业都是追求长足发展的，而海
南是一个非常新且有潜力的市场，因
此，利群集团希望通过海南在国际贸易
业务上有更多突破。”徐瑞泽说。

徐瑞泽还提到，当前迎来消费升级
的大趋势，如何让广大消费者更便利、
更高品质地“买全球”是利群集团一直
在思考和关注的课题。

“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等优惠政
策，对全球消费资源的集聚、配置能力
不断提升。利群集团是做零售起家，所
以我也希望对接海南在消费等领域的
更多资源，有效优化消费供给，将尖品
好物带到全国各地。”徐瑞泽说。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签署投资合作协议36个，意向投资金额超200亿元

齐聚自贸港 落子新海南

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

用差异化创新投资海南自贸港
重庆锦渝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宇：

探索在海南开展近海航运旅游产业

海特集团董事长李飚：

希望推动航空技术项目在海口落地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徐瑞泽：

海南是一个非常新且有潜力的市场

海南的发展潜力很大，大有可
为，我们也信心满满，并将创新创
造差异化的投资建设模式。

海南现在正在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把旅游和消费结合起
来，这一点也非常吸引我们。

77月月2424日日，，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海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民营企业助力民营企业助力
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在海口举行在海口举行。。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程龙王程龙 摄摄

严介和。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罗宇。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李飚。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徐瑞泽。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