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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探索二号”科考船搭载着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返回三亚，完成大深
度原位科学实验站在海底的布设试验；

9月17日，海南自贸港第十四批5项制度
（集成）创新成果对外发布，其中海洋水产种质
资源跨省协同跨国引育新路径入选；

5月31日，海南首个蓝碳生态产品交易
完成签约，交易碳汇量3000余吨，交易额30
余万元，卖方为三江农场，买方为紫金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这三则信息共同的关键词是“海洋经济”。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对海南自贸港如何发
展海洋经济、打造“海南蓝”提出真知灼见。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表
示，目前，一些重大涉海科研机构看到了海南
区位优势，并在海南积极布局。海南下一步应
助力这些企业在琼深耕，挖掘其价值和潜力。
同时，海南要聚焦海洋服务业和高科技实现弯
道超车。与兄弟省份相比，海南海洋传统产业
缺乏优势和发展潜力，短期很难有大的改观，

包括资本规模。海南应该重点在海洋高科技
方面与东盟开展合作，探索海洋新兴领域合
作，而不是重复其他领域的对外合作模式。

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吴士存认为，要充分利用海南的资源、区位和
政策优势，加强海南与东盟在海洋领域的深度
合作。建议双方开展海洋旅游合作，特别是与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
的岛屿地区开展邮轮旅游合作；开展海洋能源
合作、海洋环保合作等。

近年来，海南积极引导渔民往岸上走、往
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打造以“三鱼一虾一
螺”为主的水产养殖体系，已形成以水产品为
主的优势产业集群，国际市场不断拓展。

专家认为，海南要强化在海洋经济合作方
面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零关税政策，积极发
展产学研一体化，包括原材料进口、种植、物
流、深加工等全行业特色农业合作。在环境保
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重点研究如何在蓝色
碳汇方面释放潜力。（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傅人意

在中国—东盟合作新形势下，如何才
能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枢纽作
用？在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合作中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论坛
上，专家学者们给出了清晰的脉络。那就
是，以“两个总部基地”建设为抓手打造中
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交汇点。

所谓“两个总部基地”，是指着力建设
国内企业进入东盟投资合作的“总部基
地”以及以东盟国家企业为主体的面向中
国大市场的“总部基地”。

“海南自贸港要适应全球与我国投资
合作大势，在加强与东盟交流合作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
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海南自贸港有条件
成为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交汇点，区位
优势与开放优势的叠加，使海南自贸港在
连接中国与东盟两个最具活力和增长潜
力的市场中扮演特殊角色。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也
认为，海南“两个总部基地”建设面临巨大
的机遇，如果能够建成，这对于海南自贸
港建设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合作，都会
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这一议题，大家也纷纷提出建
议。

迟福林认为，发挥海南自贸港在连接
中国与东盟市场交汇点的角色作用，首要
在于打造国内企业到东盟投资的“总部基

地”。面对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新形势，
国内制造业、旅游业、农业、数字经济等领
域的企业以海南自贸港为总部基地，到东
盟国家投资布局，有相当大的现实需求。

迟福林建议，从短期看，要加快实现
自由贸易港政策与RCEP的叠加放大。
从中期看，要处理好“一线”与“二线”关
系。从长期看，重在打造与“总部基地”
相适应的国际化服务体系。与此同时，
琼港合作既能明显加快“总部基地”建
设，又有现实可行性，吸引在港央企带
头在海南自贸港设立总部，尽快实现海
南自贸港产业链与香港金融服务链的融
合等。

在郭延军看来，海南总部基地建设最
关键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打造具有吸引力
的营商环境，健全法律法规。二是出台有
吸引力的优惠政策。精准对接国家发展
大战略，精准对接东盟需求，在可持续基
础设施、数字创新规制、人货物流、人员流
动上可以开展更多合作，同时，精准对接
国内省份需求，发挥海南区位优势，加强
与东盟互动合作。

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
科院院长王惠平建议，海南自贸港发展总
部基地，要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压力测
试，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海南自贸港相
关政策，并考虑建立总部基地示范区。同
时，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利用海南南繁种业、航空航天等优势做大
做强海南企业。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

10月29日、30

日，为期两天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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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挑战的中国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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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开放型经济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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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为全球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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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命线。论坛上，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抓紧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聚焦高水平开放标准，便利自由
的国际化安排，相配套的资金制度、税收制度、
跨境流动制度，这些制度与之相匹配系统集成
创新体系，将助力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实现新突
破，推动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的融合。

2018年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框架
体系基本建立，关键核心政策落地见效。180
多项自由贸易港政策文件落地生效：“两个
15%”所得税优惠政策、三张“零关税”清单有
序实施，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最
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地实施，“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进出口政策制度试点推进并增
点扩区，加工增值税收政策、“中国洋浦港”船
籍港等多项政策释放红利。

受自贸港政策等带动，海南外贸外资迅猛
增长，开放型经济更具活力。2021年，海南货
物贸易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外贸增速继续领先全国，海南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1436亿元，同比增长41.4%，增速排
名全国第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认为，海南要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的新体制。做好商品服务要素资源等流动型
开放的先行官，把握住RCEP机遇，成为中国
和世界扩大经济贸易联系的窗口和桥梁；做好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排头
兵，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激活内部改革动
力，来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建设
和落实DEPA数字规则先行示范区；打造科
学、技术、工程、数字等创新型开放的新平台。

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2020年以
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受到较大
冲击，但数字贸易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展现出
强大的韧性，海南自贸港要充分利用服务业开
放相关政策，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数字贸易迅猛发展，已成
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中国也是数字贸易国
际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者，2020年
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贸易规则，着力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高数字服务领域
开放水平。

“2021年7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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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凡是在清单之外的领域，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内对境内外服务提供者在跨境服
务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准入，开放度、透明度大

幅度提高，数字化、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为外资企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王一鸣说。

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海南数字经济
保持较快增长，全省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
海南生态软件园被认定为首批国家数字服务
出口基地，2021年度园区营业收入1900亿
元；实现税收140亿元。

王一鸣建议，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跨
境服务贸易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开展数据
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探索形成既能便利数
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机制。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建议，充分
利用海南自贸港服务业开放相关政策着力发
展跨境服务贸易，可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相关政
策，积极培育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咨询、
网上交易会等数字经济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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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深蓝”| 海南自贸港与东盟要加强海洋高科技合作C

专家建言发挥海南自贸港重要交汇点作用

建设中国与东盟的“总部基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王培琳

“尽管全球经济遭受着一些挑战，但
是，改革仍然可以带来红利，可以进一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改善市场环境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近日，在“第88次中国改
革国际论坛”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驻华代表海博表示，近年来，包括海
南自贸港在内的中国市场，不断提升和改
善营商环境，出台负面清单制度，鼓励外
商投资。

10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
版）》，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总条目
1474条，与2020年版相比净增加239条、
修改167条。其中，海南省在全国通用目
录基础上增加72条，鼓励条目总数继续
保持全国之最。

自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以来，海南自
贸港政策和RCEP形成的叠加效应不断
增强，海南与RCEP成员国在贸易、投资
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实际对外投资额同比增长103.44%，
其中，实际对RCEP地区投资3.83亿美

元，同比增长117.6%，主要投资国别为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日本、
泰国。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海南公共外交
协会副会长王胜认为，海南应该强化与东
盟开放合作的顶层规划，精准匹配产业合
作、各类信息资源，同时，要以差异化策略
深化海南与东盟合作，比如在深化双方医
药产业合作方面，海南可推动海口国家高
新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与新
加坡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国际交流，吸引世
界药企在博鳌设立研发中心，推动海南医
疗机构与国际合作组织交流。

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特
聘教授安忠荣认为，要着力推进中韩双边
自由贸易区建设，相互了解对方企业的诉
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解决其痛点和难
点。希望中国包括海南进一步改善对外
资的支持，打造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外资目
的地，更好地支撑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

海博建议，中国要继续实行公平竞争
的机制，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简化成立商
业主体的步骤，减轻企业负担。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

专家建言海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匹配产业合作——

将海南打造成为外资目的地

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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