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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4 月 13 日在海口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党中央决
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

这是中共中央着眼于国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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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
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在 4 月 10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
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了中国扩
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举世
瞩目。

3 天后，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为中国经济特区今后
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为海南这
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再踏新征
程“鼓劲加油”，并提出殷切希望。

海南，这个位于中国最南端
的岛屿省份，再次吸引世界的目

光。
30 年前，中国在相继设立深

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
特区之后，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
最大经济特区。由此，这个中国
最年轻的省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地标。

经过 30 年建设，海南从一个
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发展成为
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近 22 倍，基础
设施极大完善，民众生活显著提
升，生态保护良好。

凭着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海南创下
中国多项改革开放之先：实施“省
直管市县”行政管理体制，率先
提出生态省建设等。

2009 年，国务院批准海南建
设国际旅游岛，探索中国旅游业
改革创新的新路径，成为海南的
一张靓丽名片。

近年来，海南进入发展快车
道。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商
事制度改革取得成效。全省“多
规合一”改革试点，发挥资源利

用最大效益。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开放意识越来越强，海南国际朋
友圈越来越大。以旅游业、互联
网等十二大重点产业为主的“可
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
产业雏形初现。正在规划建设的
文昌航天、三亚深海和南繁育种
三大科技城，向“海、陆、空”
高科技领域迈进。

2010 年 以 来， 习 近 平 多 次
到海南考察，作出“办好经济特
区，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等重要指示。

习近平表示，海南省“因改
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
南发展是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一
个重要历史见证”。

有着良好生态环境、中国最
大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
势的海南，是“一带一路”重要
支点，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中扮演特殊角色。

习近平阐述“海南新定位”，
包括覆盖全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
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等六个方
面。

中央支持海南发展的重大举
措涵盖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
农业、科研和创新、旅游、海洋
经济、生态环境、科教、海外人
才等九个领域。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引起会场
十余次热烈掌声。

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
府研究室主任朱华友表示，中央
赋予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使命
令人振奋，体现了中央对海南的
关心和厚爱。

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
展大格局下，中央作出积极英明
的决策，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重大突破之时，中央选择海南先
行先试。30 年来，海南创造积累
了改革开放的经验，经济社会发
展有了良好基础，生态环境保持
优良，具备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
础条件。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这
个历史时点，中央赋予海南新使
命和新担当，作为特区人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总书记今
天对特区人民提出的殷切期望，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等重大政策举措
13 日公布后，引起琼岛社会各界
热烈反响。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这不仅
对海南未来 30 年的发展具有决定
性影响，还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
有重要示范作用。 

海南省商务厅厅长吕勇表示，
这为海南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大
动力，会进一步激发海南的主动
性和活力，推动对外开放进程，
将更有利于发挥海南在“一带一
路”建设尤其是在泛南海经济合
作中的中心枢纽作用。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文民说，作为出口型的
实体经济企业，海南进一步开放
将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享受进一步改
革开放带来的更大红利。 

根据公布的“海南新定位”，
海南将建设覆盖全岛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等六个方面。

中央支持海南发展的重大举
措涵盖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
农业、科研和创新、旅游、海洋
经济、生态环境、科教、海外人
才等九个领域。 

博鳌超级医院副院长阙迪文
表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是探索中国医疗健康开放新
领域的先锋，未来将从人才、诊疗、
专业、护理、科技、院士面对面
等方面优化和完善综合服务能力
及先行区的优势。 

海南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岛内旅游
企业带来巨大商机。海南康泰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李繁华说，
企业将在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
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方面加
大开发力度。三亚国际免税城总
经理刘静表示，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区将带动物流、人流的增加，
对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都
是很大利好。 

作为海洋大省，海南将着力
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李向
民说，海南资源和区位优势将进
一步显现，未来将提高海洋资源
综合开发能力，让海洋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
一流学科，引发高度关注。海南
大学党委书记武耀廷说，该校将
加快学校转型升级和“双一流”
建设步伐，发挥学校作为海南人
才高地的优势。同时加强新型智
库建设，成立海南自由贸易区（港）
研究中心提供决策咨询支持。 

在农业领域，海南被定位打
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加强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
建设。 

在三亚水稻公园，14 日前来
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一出现就成了“明
星”，游客竞相与他合影。袁隆
平说，“南繁硅谷”应该建成现
代农业示范区，设立优惠条件引
进科学家到此工作。
 王子谦 尹海明 王晓斌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明确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四大
定位，推动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
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
区。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经济体
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先
行先试。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把
海南打造成为中国面向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
经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大
力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
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下大
气力提升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境
舒适、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费
胜地。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

区。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带
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
大战略，全面加强支撑保障能力
建设，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
重要使命，提升海南在国家战略
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意见》明确了海南未来的
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生态文
明制度基本建立，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到 2025 年，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显著提高；自由贸易港
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
内一流水平；民主法制更加健全；
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水平。

——到 2035 年，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自
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
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
列；优质公共服务和创新创业环
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态环境
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
先水平；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
形成。

——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

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
的制度体系，成为综合竞争力和
文化影响力领先的地区，建成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
民众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根据《意见》，中央支持海
南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
进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基础设施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等举措，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强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举措，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拓展
旅游消费发展空间、提升旅游消
费服务质量、大力推进旅游消费
国际化等举措，创新促进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体制机制。支
持海南持续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
设，更好服务海洋强国、“一带
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支持海南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发展制度等。

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见》指出，
第一步，在海南全境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赋予其现行自由贸易
试验区试点政策；第二步，探索
实行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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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再获重大发展机遇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支持海南发展重大举措涵盖九领域 各界看到利好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四大定位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
定有我”。

春天，这个展现勃勃生机的
季节，中国改革开放的“海南实践”
正在新时代新起点谱写新篇章。
 杨旭 王辛莉

易港政策。
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方面，

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
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建设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
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支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
市场环境。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
的整体优势，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力争取得更多制度创新成果，彰
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
田作用。

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方面，根据国家发展需要，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
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
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导，更加强调通过人的全面发展，
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打
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
经济。《意见》同时指出，加强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出台有关政
策要深入论证、严格把关，成熟
一项推出一项。 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