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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

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生命线。建设中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
的开放形态。唯有坚持开放为
先，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才能
让海南更好地集聚和配置全球
资源，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融入
新发展格局，积极打造对外开放
新高地。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是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海南
的重大责任使命，也是海南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今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
调，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
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
国风范的靓丽名片。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有力彰显了我国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也为海南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如今，无论是凝聚亚洲
与世界智慧的博鳌亚洲论坛，还
是联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消
博会，抑或是“兼备内外贸、通达
近远洋”的洋浦港，都是海南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一艘
艘满载货物的国际船舶，一架架
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班，一笔笔高
含金量的对外贸易，一场场别开
生面的国际盛会……这些无不勾
勒出海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奔跑
姿态，奏响了一曲曲开放共赢的
华美乐章。

开放催生新机遇，开放带来
新发展。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以更大气魄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形成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
开放格局，定能将海南自由贸易
港打造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示范，书写出新的更大的发展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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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构建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

开放潮涌逐浪高

■ 本报记者 袁宇

今年前8个月，海南外贸进出口1257.2亿元，同比增
长45%，已连续22个月保持增长。

数字传递信号：即使面对国际形势和疫情等不利影
响，海南仍然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提升
能级，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海南考察，对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改
革开放重大举措。

牢记殷殷嘱托，海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
向，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抢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快探索自由贸易港积极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形成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坚定方向，一以贯之坚持改革开放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从一个边陲海岛发
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2018年4月13日，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
海南改革开放新的使命，向世界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
建设自贸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
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带着党中央的深切期望，海南扬帆起航。
回顾海南这十年，海南最大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最大的亮点是自由贸易港建设。
十年来，特别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式起航以

来，海南各方面工作发生积极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并在实践中
形成了“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先后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施行，为海南量
身定制了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和贸易、投资、跨境
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及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实行“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和“境内关外”的特殊制度安排，并以国家
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政策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关键核心政策落地见效。
2018年以来，180多项自由贸易港政策文件落地生效，封
关运作准备工作全面铺开，压力测试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2018年以来，新增市场主体年均增长40%，实际利用外资
年均增长80%，引进外资企业年均增长近120%。

今年4月，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明确，坚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自由贸易港。海
南将坚定不移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大局中引领对外开放，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
为双循环上重要的交汇点，彰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的决心。

持续发力，打造对外开放新标杆

从外资企业不能从事航线业务，到完全可以参与航运
领域；从首艘“中国洋浦港”船籍港货轮注册登记，到现在
33艘国际船舶入籍；从首家驻琼外国领事机构开馆，到国
际友城数量增至65对；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为兼具亚洲
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到成功举办亚太地区
规模最大消费精品展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这十年，海南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努力
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背靠国内市场，联通国际
市场，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做好高端购物、教育、
医疗三篇消费回流文章，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助
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

通过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境外高端商品消费回流。全
省离岛免税店增加到10家，引进国际消费品牌超1400个。
2021年，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495亿元，
比政策实施之初的2011年的9.9亿元，增长近50倍。

通过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吸引境外医疗消
费回流。乐城先行区引进特许药械品种首例达到264种，
成为国际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通道。2021年特
许药械使用达9963人次，同比增长483.31%。

通过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吸引境外教育消费回流。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2020年6月成立以来，已引
进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独立或合作办学。

海南发挥自贸港政策等优势，吸引全球人才、技术、资
本等高端要素集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眼把海南打造
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积极
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和北部湾城市群，加强与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联动发展，积极发挥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等开放平台作用，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架起连接
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桥梁。

当开放遇上开放，海南向世界进一步释放了开放发
展、共享机遇的强烈信号。

优化环境，推动更广更深合作共赢

7月29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第一批项目集中
开工，宣告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新阶段。

封关运作，将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
开放。

海南把全岛封关运作作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一号
工程”，加快推进开放口岸建设改造，高标准建设“二线口
岸”，推动全岛岸线闭合管控，确保2023年具备封关硬件
条件，2024年完成封关各项准备，2025年如期顺利封关
运作。

在推进自贸港建设中，海南不断推出各类政策、举措，
积极优化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加速推动更多
合作的达成——

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海南陆续推出14批128项
制度创新案例，涉及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产业发展、
园区开发、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用制度集成创
新推动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对已出台政策进行评估和动态调整，进一步释放政策
红利。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率先在洋浦保税港区实施，并
扩大至海口2个综保区。截至2022年8月，内销加工增值
货物货值累计约27亿元，减免税款2.4亿元；海关共监管

“零关税”货物116.8亿元，为企业减免税款21.4亿元，涉及
产品实现“海陆空”全覆盖。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2021年版）》22项开放措施在我省落地。今年1月
1日RCEP生效实施以来，海南与RCEP成员国间货物贸
易规模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实现成员国全覆盖，双向投资
项目纷纷落地。

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进一步带动经济外向型发展，
市场活力显著增强——

各类注册市场主体从2013年的不到31万户，增长到
目前超过198万户，不到10年增长近5倍；

最近5年累计实际使用外资91.6亿美元，接近海南建
省前30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现代服务业十大领域全部实
现外资到资；

2021年，海南外资“朋友圈”大幅扩容，在我省投资的
国家和地区113个，同比增长41%……

门越开越大，“朋友”越来越多。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携手全球伙伴，共享发
展机遇，共同跑出发展的加速度。（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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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2日，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首批学生
抵达园区。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2020年6月成立以来，
已引进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独立或合作办学,有力助推国际
教育创新岛建设。 文/图 本报记者 黎鹏 王程龙

航拍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成立2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已经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不断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博鳌方案”。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子仪 袁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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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天秀河”号货轮装载着从新加坡港
运抵的货物，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进行中转后，搭
乘内外贸同船航线，从洋浦港启程，驶往广西钦州港。

“内外贸同船运输”新节点的打通为东盟市场货
物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多元的物流选择，进一步丰
富了我国外贸进口货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者正在购物。
2021年，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495亿元，比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之初的2011年的9.9亿元，增长近50倍。
文/图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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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主场馆——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消费精品展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突出亮点。借助消博会，海南进一
步擦亮旅游消费“买全球、卖全球”的名片，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
环重要交汇点。 文/图 本报记者 袁宇 陈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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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项目。
美兰机场二期项目于2021年12月2日正式投运，飞行区设计等级

为4F级，可起降世界上最大型号的民航客机A380。二期项目设计容量
为到2025年，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
的运行需求。 文/图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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