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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活
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海南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表
示，海南将发挥“三大优势”，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本次推介由中国外交部和海
南省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新
时代的中国：美好新海南共享新
机遇”，中国外长王毅发表讲话，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
明分别致辞和推介，驻华使节代
表发言。在推介活动现场，海南
还展示了黎锦织绣、椰雕、黄花
梨家具等制作技艺，一批海南名
优特产亮相。

刘赐贵致辞说，此次推介活
动是海南纪念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的首场重要活动。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年来，特别是近 5 年海
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
新时代，海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中共的十九大精神，把海南打造
成更有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范例。

他介绍，经过 30 年的不懈探
索，海南已拥有支撑长远健康发
展的“三大优势”：中国最好的
生态环境、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中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当
前海南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的
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国家也将以
更大力度支持海南先行先试、大
胆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他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海
南要充分发挥“三大优势”，以
新发展理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在建设全域旅游示范省、办
好博鳌亚洲论坛、建设海洋强省
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等方面
大胆探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重大突破，重点产业成形
成势，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大力

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形成与世界一流旅游
目的地相适应的文明风尚。把全
省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大花园
来规划建设管理，以最严格的制
度保护生态。大力提升教育、医疗、
社保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努力
实现海南民众的幸福家园、中华
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
假天堂“三大愿景”，成为展示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窗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将以更加精准、更加配套、更
具革命的举措推动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更具活力的新一轮改革
开放。”刘赐贵邀请全球与海南
在互联互通、旅游、热带农业、
会议展览、医疗健康、互联网、
高新技术、海洋经济、文化体育
等方面深化合作。聚焦共同关注

的热点问题，在生态保护和人文、
教育、扶贫、公益慈善、科技交
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在人心相通、
命运相连中实现更好发展。

海南省长沈晓明用三个“值
得”来推介海南——值得来度假、
值得来投资、值得来体验。海南
有良好的气候、优异的空气环境、
秀美的风光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全世界气候好的城市有很多，
风光好的城市也不少，但同时具
备气候好、空气好、风光好、设
施好的地方少之又少，这就是海
南特别的地方。”

他介绍，“陆、海、空”是
海南正在培育的三个高新技术产
业：“陆”是以南繁育种为代表
的热带高效农业，“海”是深海
科技及产业，“空”是航天科技
及产业。海南正在规划建设文昌
航天科技城、三亚深海科技城和
南繁育种科技城，这是三个重大

每年冬季，在中国北方寒风
呼啸的时节，中国最南端的热带
岛屿海南岛却是阳光明媚，椰风
徐徐。

二十摄氏度以上的水温，让
380 名来自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
手们 2017 年年底在海南岛南端
的著名旅游城市三亚，角逐第 47
届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时，可以
尽情地在清澈的海面上驰骋。

“很高兴能来海南岛比赛，
这时候加拿大都下雪了，这里还
能穿短裤 T 恤。不错的风，明媚
的天气，我们感觉真的很棒。”
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Samuel Bonin
和弟弟 William Bonin 第一次来到
三亚，对被誉为“东方夏威夷”
的海南岛赞赏有嘉。

在 Samuel Bonin 和 伙 伴 们
迎风扬帆之地，有几座形似风帆
的高楼，像是被风鼓满了一样，
正欲远航。那是目前亚洲最大的
邮轮港——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
港，可以接待世界上最大的豪华
邮轮。

2017 年年底和 2018 年年初，
海南岛南北两个城市三亚、海口，
分别开通了前往越南、菲律宾的
邮轮航线。一个以海南岛为基点
的南海邮轮旅游线路图正徐徐展
开，迈出探索建设“泛南海旅游
经济合作圈”的步伐。依托着和
美国夏威夷、迈阿密相似的自然
资源，海南省规划着将迈阿密的
友好城市三亚市，建设成和迈阿
密一样的“国际邮轮之都”。目前，
世界上前四大邮轮公司的邮轮都
开辟过三亚航线。

每次邮轮到访，除了享受海
南的阳光、沙滩、热带雨林、温泉，

拥有佛教文化特色的三亚南山和
展示海南独特黎族苗族文化的保
亭槟榔谷，是上千名游客体验与
夏威夷、迈阿密不一样风情的必
去之地。

在 三 亚 南 山 的 碧 海 沙 滩 之
间，108 米高的一体三面南海观
音矗立在海天之间。这座世界最
大的南海观音圣像，每天祥和地
注视着上万名前来祈福的人群。

保亭槟榔谷，是展示海南岛
上古老民族——黎族和苗族的文
化风情园。黎族苗族传统的船型
屋、服饰、歌舞、纺染织绣技艺、
乐器等，让人流连忘返。黎族苗
族歌舞透露出来当地青年的爱情
方式，无需言语你就能体会到其
中的纯美。这里展示了十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中，“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
护名录。七八十岁的文身黎族阿
婆，更如“活化石”一样宝贵，
他们坐在草席上用简单的工具织
出炫彩的黎锦让人称奇——每条
黎锦的图案、花色都是唯一的，
没有图纸可循，只是纺织者那一
刻的“心思”。只有语言没有文
字的海南黎族人，用各种图腾寄
希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独具风情的海南岛目前致力
于建设国际旅游岛，每年前往世
界各地推介旅游，并努力开拓新
航线。目前，海南岛已开通连接
香港、东亚、东南亚、欧洲等地
的 50 多条国际（地区）航线，
未来五年，海南要开通境外航线
达到 100 条以上。作为中国入境
最便利、最开放地区之一，海南
目前有对 26 个国家旅游团队“免

签证”政策，包括亚洲、欧洲、
北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还
在推动对 59 个国家公民来海南
免签政策。　　

高铁、高速公路，可以让游
客轻松实现环海南岛旅游。海南
岛东海岸已建成中国最密集的国
际酒店群落，三亚就像是酒店品
牌的“联合国”，拥有 47 家国
际高端品牌酒店。无论是法国大
餐，还是中国的北京烤鸭、四川
火锅，或是阿拉斯加蟹、泰国濑
尿虾，世界不少地方的美食都能
在这里吃到。但是，海南岛独有
的四大名菜——文昌鸡、加积鸭、
东山羊、和乐蟹，才是打开当地
特色饮食文化密码的最佳选择。

海南岛的美，远不止这些。
如果来海南恰逢其时，游客还
可以看世界多地政商学界精英如
何在博鳌亚洲论坛“碰撞思想火
花”、欣赏世界小姐的绰约风姿、
体验环海南岛国际自行车赛的速
度与激情、感受海南岛上活动丰
富多彩的欢乐节……

海南岛的美，让很多国际游
客不想离开。 “这里有非常棒的
沙滩、海水和高尔夫球场，我愿
意永远待下去。”洲际集团海南
区域总经理、澳大利亚人杰弗里
（Geoffrey Ryan）说，“我希望
我的孩子在海南三亚这样阳光明
媚、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杰弗里和他的孩子在海南一
定能交到中国各地的好朋友，
了解到中国各地不一样的精彩故
事——每年近 6000 万人次的中
国人会到海南岛旅游度假。
    这里是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文 / 尹海明  张茜翼

近日，以“新时代的中国：
美好新海南共享新机遇”为主题
的外交部第十一场省区市全球推
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举行。

中国外长王毅发表致辞，海
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讲话，省长沈
晓明进行推介。中国外交部党委
书记张业遂、160 多个国家的驻华
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工商
界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记
者等 500 余人出席。

王毅表示，今天是 2018 年第
一场外交部全球推介活动。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的十九大上宣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今后将以“新时代的中国”
作为推介活动主题，以更加务实
创新、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
更好服务地方发展，更好地把中
国新一轮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相
结合。

王毅说，2018 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改革开放不仅深
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
界。特别是过去 5 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速、
多点突破、纵深推进，为中国未
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
不会停止，扩大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不断
推出力度更大、领域更广的改革

开放举措，与各国共建“一带一
路”，加速共同发展，造福各国
人民。中国将从今年起举办国际
进口博览会，这是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又一项创举，充分体现了
中国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坚定决心。

王毅说，海南是中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
特区。30 年来，海南人民发扬敢
为人先的特区精神，建成了首屈
一指的国际旅游岛、热带农业基
地、医疗旅游先行区。一年一度
的博鳌亚洲论坛是海南的亮丽名
片、国家的知名品牌、中国与亚
洲和世界互动的平台。今年春天，
各方将再度云集博鳌，围绕“开
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主题，发出共同声音，提出亚洲
方案。相信进入新时代的海南将
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欢迎五洲宾
朋共商发展大计，共享繁荣成果。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克罗地
亚驻华大使可哈罗维奇先后致辞，
祝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赞赏海南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民族和谐、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充分肯定本国与海
南各领域合作进展，期待与海南
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加强友好
往来。使节们参观了海南地方专
题展并与海南省进行了深入交流。
 文 / 蒋涛

2 月 2 日，“新时代的中国：美好新海南·共享新机遇”中国外交部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中国外长王毅（右四）、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右五）等嘉宾参观展览。 中新社

海南推介活动现场展示特色热带水果吸引外宾驻足。　 张宇 摄

海南推介活动现场展示传统工艺，图为椰雕展示吸引外宾驻足。
 张宇 摄

“三大优势”推动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中国海南岛：夏威夷般的景色  不一样的风情

驻华外交官点赞海南多领域成就

投资机会。
本次推介活动共有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240 余位
外交官，其中驻华大使 86 位，临
时代办 25 位，国际组织代表 7 位，
以及 50 家中外媒体、120 多名记
者等共 500 多人出席。文 / 王子谦

新一轮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