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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一直向南

海南，扼守海上丝绸之路要
冲。历史上，它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饱经沧桑，终是不屈不挠；建
省之前，它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国
防前哨，资源富饶，却较落后封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中央决定进行对内改革和对
外开放。为了给改革寻找突破
口，相继在深圳、珠海、厦门和汕
头四个地方设立经济特区。海南
岛的开发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破
题。1980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海
南岛问题座谈会，并形成了《海
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

1983年二三月间，国务院连
续三次召开了研究海南岛开发
建设问题的座谈会，并形成了

《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
纪要》，明确提出了“以实行对外
开发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从
此，海南的开放和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
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
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
的。”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首次
向世人宣布了这一重大决策。10
个月后，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
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由
此，海南实现了历史大跨越：从广
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共和国最
年轻的省份，从封闭落后的国防
前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很快，海南成为上世纪80年
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
往的热土，数以万计的人川流不
息地跨越琼州海峡，涌向海南。这
一改革开放中的罕见现象，后来被
称为“十万人才下海南”。1988 年
前后，“十万人才下海南”，不同于
海南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
迁移，对于这些新理想的追求者
而言，海南省比“特区更特”的设
想，曾代表着梦想与希望。

闯海人的大军中，后来最为
人熟知的就是“万通六君子”。王
功权、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
军、潘石屹，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
了一场华丽的冒险。到1993年改
名成立万通集团时，他们已经赚
到了3000万元。从海南做房地产
起家，万通六君子中的冯仑、易
小迪、潘石屹都成为中国房地产
界的大佬，王功权后来转身成为
著名投资人。一往无前走下去的
闯海人精神，是大特区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恰逢东道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设置了“改革再出发”板块。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口，中国改革
开放的话题再次引起世界关注。

40年风雷激荡，中国依靠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招，
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而在中国最南端的海
南，经过30年投身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不懈努力，实现了从边陲小
岛向国际旅游岛的蜕变，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因
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三十而立的海南，如今站在了新
的发展起点上。

改革开放的珍贵样本

在海南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
和建设发展史上，洋浦始终备受
关注，但又命途多舛。建省初期，
它曾开创了“外商成片开发，综合
补偿，承租土地”的洋浦模式。但
随后的“洋浦风波”让它饱受争
议。1992年，洋浦成为中国唯一享
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张磊介绍，洋浦目前的主导产
业已经成形成势，坚持集约、集
群、环保、园区化、高技术的发展
方向，推动新型特色工业成长壮
大。“建区以来，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100亿元，其中生产性投
资890亿元，形成油气加工一个600
亿级产业集群，油气储备、浆纸一
体化两个200亿级产业集群，港航
物流、农产品加工、现代金融等若
干个十亿级产业集群。”

2015 年 6 月 5 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同意海南
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试点，要求发挥好试点
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
动作用。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点任务，“多规合一”要破解
规划建设“相互打架、难以对接、
各自为政、资源浪费”等问题，为
当前定下规范的发展路子。

2017年6月，海南成立了全国
唯一省级规划委，主要负责全省
空间类总体规划的编制、管理和
督察，确保《海南省总体规划》出
台后，能够一张蓝图干到底。

海南省“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在统筹协
调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保护红
线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海
洋功能区划等六类空间性规划的
基础上，编制完成《海南省总体规
划(空间类 2015-2030)》并于 2017
年 11 月获国务院批准实施，绘就
了全省“一张规划蓝图”，建立了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如今，这项发轫于海南的重
大改革已经开始走向全国。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印发了《省级空
间规划试点方案》，要求在海南等
地试点基础上，将吉林、浙江、福
建、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 7 个
省份纳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范
围，推进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海南持续深化“放管服”和
商事制度改革，开展园区“极简
审批”改革试点，建成全省“一张
审批网”。

一方面，在省域多规合一的
指导下，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园区
以统一规划审批代替单个项目
审批，打造为入园企业一站式服
务的“极简审批”；另一方面，省
政务信息数据平台已接入 500
多个各部门各领域信息系统，信
息系统共享率达 99 . 46%，“椰城
市民云”等大数据应用 APP 相
继上线，市民逐渐享受到“不见
面”的政务服务和审批服务。

正是这些敢闯敢试的地点、
“当时行之不觉”的拐点，绘制了
一幅幅“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的历史底本。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

从2015年起，海南借助博鳌
亚洲论坛优势，搭建中国-东盟
省市长对话平台，每年达成一
系列共识，有力推动了海南与

“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
家的交流合作。

在 2017 年的对话会上，海
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向与会各周
边地区呼吁，深化务实合作的成
果不仅仅体现在倡议上，要转化
为具体的政策、项目，取得一批
实实在在的成果，与东盟各省市
共同打造“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
圈”。他希望，“通过不断开放合
作，将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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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是全世界共通的语
言。2017年7月，海南分别与菲律
宾巴拉望省、印尼巴厘省签订
友好协议。有关统计显示，海南
各城市已经与54个国外城市结
为友城，为落实泛南海旅游经
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2016年，海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
504亿元，占全省进出口贸易额
的67 . 3%。

过去几年中，海胶集团、海
南矿业等一批本地企业在优惠

政策、优势资源的促进下，积极
通过海外投资、海外并购等多
种方式将生意做到海外，在创
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当地
的发展带去利好与机遇。

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
便捷的通关服务、迅速增长的需
求，让海南发展邮轮经济的优势
尽显。目前，三亚国际邮轮母港
正在进行二期工程建设，目前两
个 15 万吨邮轮泊位已经基本建
成，两个预留 22 . 5 万吨级泊位
也已完成建设，待获批后即可进
行设备安装并投入使用。

作为国家赋予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含金量最高、影响最
广泛的核心政策之一，离岛免
税政策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落
地实施以来，已成为海南一张

“金名片”。据海口海关统计，截
至 2018 年 1 月底，共监管三亚、
海口两家免税店累计销售额
314 . 8 亿元，购物 4027 . 2 万件，
购物人数 1000 . 7 万人次。

在开放战略上，海南正在谋
划，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大局，推动打造“泛南海经济
合作圈”，加快海南与沿线国家
和地区空中、海上互联互通，从
2017年起争取3年内开通100条国
际航线，全面深化重点产业国际
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

以实干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在跌
宕起伏的岁月中，海南曾遭遇
过发展瓶颈，探索过艰难转型，
但始终没有失去前进的动力。

在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的时间节点，海南如何扛起“三
十而立”的责任担当？如何提升
经济特区的品质和内涵？如何打
造一个升级版的国际旅游岛？成
了这个时代的海南命题。

“改革开放是海南发展关
键的一招。”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考察
海南时如此强调。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
改革开放而兴。”在海南新一轮
改革路线图的设计上，刘赐贵
提出了四个重点方向：一是对
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系统
谋划，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
度，开展对外开放、生态文明、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
新。二是深化省域“多规合一”
改革，以《海南省总体规划》为
引领，把全省作为一个大城市
大景区来统一规划、建设和管
理。三是严格实施新的市县发
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从今年
起取消全省 2/3 市县的 GDP
考核，更加侧重于对生态保护、
脱贫攻坚、“五网”基础设施和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等考
核，扭转“房地产依赖症”。四是
要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勇
气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
快行政区划和行政体制、国资

国企等重点改革。
与过去单兵突进式的改革

模式相比，新时代，海南的改革
开放更加贴合国家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大局，更加主动融入国
家战略。海南开放的一举一动，
都不再是“孤悬海外”的“试验
场”，而是国家开放的排头兵。

目前，海南作为最大经济
特区，在经济外向度方面，跟一
些岛屿经济体和国内开放度高
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海南省
商务厅厅长吕勇表示，“下一步
将着力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推动海南服务贸易全方
位对外开放。”

事实上，2016 年 2 月，海南
省已经从国务院获批开展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试点期为 2
年，共出台实施 60 多项政策措
施，取得了很多成效。海南的试
点，重点在旅游、教育、医疗健
康、服务外包、中医药等八个领
域，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
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进行
了探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从 30 年
的发展实践看，什么时候开放
有重大突破，什么时候海南的
改革和发展就能快起来。

2018 年 2 月 2 日，在外交
部举办的首场全球推介会上，
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面对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 240 余位外交官，风趣幽默
地推介海南：“来到海南岛，身
体会更好；结交海南岛，未来会
更好！”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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