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立海南
——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编者按 椰风徐徐，海韵声声。在2018年4月13日举行的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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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披荆斩棘，30年砥砺奋进，30年埋头苦干。如今，这个较为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已发展成中国最开放、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谋划，立足海南实际，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海南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推动海南各项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
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作为改革开
放最大的“试验田”，海南经济特区30年的发
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无比壮
美的一页。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30 年前。1988 年 4
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最
年轻的省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那是海南
30年发展历程的启幕，也是一代“闯海人”慷
慨激昂的故事开端。彼时，“十万人才”初到
海南，他们一穷二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不管结果如何，敢于尝鲜冒险的“闯海人”精
神成了他们共有的记忆烙印。而他们敢闯敢
拼、动人心魄的创业故事，折射出一个年代的
精彩。

“把门打开！”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双手接过红
军的钢枪，海南岛上保卫祖国……”1973年，
一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传遍大江南
北，成为海南向世人递出的名片之一。由此，
更多的人开始知道海南，了解海南。

那时的海南，名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州”，隶属广东省。从“海南州”到“海南省”，
这样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

1980年6月11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
记的习仲勋同志在广州主持会议，研究决定
就《关于加快海南经济建设几个问题的提议

（草案）》向中央汇报。国务院对海南岛的问
题十分关心和重视，于6月30日至7月11日
在北京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开发海南
岛被提上日程。一个多月后，国务院转批了

《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海南岛的开
发建设“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
把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
海市的办法，予以较大的权限”。

此后数年，一个“更大的特区”的想法在
中央领导心中逐渐成形。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
的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
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向客人
介绍海南时如数家珍：“海南岛和台湾面积差
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
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他进而说道：

“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这段谈话，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建设海

南大特区的宏伟战略，也成为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的发源。

1988年4月13日上午，在庄严肃穆的人
民大会堂，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
表们庄重地举起右手，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

海南省的决定。这是海南人民盼望已久的历
史性一刻：历经风雨，在中央的关怀和殷切期
望下，海南省终于诞生了。

在胶卷紧缺的年代，现任海南省摄影家
协会名誉主席黄一鸣“奢侈”地多次按下快
门，记录下这一庄严时刻。“咔嚓、咔擦、
咔嚓”，伴随着照相机的快门声，“中国共产
党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人民政府”牌匾

“露出真容”的瞬间被永久定格在1988年4
月26日。

历史和伟人为何同时把焦点聚向了这片
热土？

资源丰富，是海南岛的一大优势。海南
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土地总面积 5086 万
亩，占全国热带面积的42.5%，是生产橡胶、
椰子、油棕等许多热带经济作物和四大南药
的基地；海南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已探明的
各类矿产有60余种，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也
很丰富；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岸线占全国大陆
海岸线的10.1%，海产品种类繁多……

据知情人士介绍，海南岛由州至省，还
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海南岛是我国的国
防前哨地区，又是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
居地。海南岛3.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绝大
部分是农村，600多万人口中有500多万农
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岛形成了封闭、
单一的经济格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属于
相当不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因此，就海南岛
自身的多种综合性特征和因素而言，它的发
展在我国具有充分的典型性。既有利于尽快
提高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国防，又有利于支援全国的现代化建
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先行试验和借鉴
作用。

其二，海南地处亚太腹地，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它是我国连接东南亚的前沿，拥有连接
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
航线，而且作为我国位置最南端的交汇点，是
航空线、航海线、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具
有沟通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巨大优
势。邓小平讲：“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
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
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第51—52页。）

“放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海南这一‘更大的特区’的建立，是邓小平
同志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布下的一颗重
要棋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在《我的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
一书中写道。

“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
决策，就是要‘把门打开’，让海南实行比其他
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
奋发努力，将海南岛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
迟福林告诉记者。

发展起来的海南了不得！海南建省办特
区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仅建省头3年固
定资产投资达 170 亿元。1993 年全省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204亿元，比建省前的1987年
增长2.7倍。30年来，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20多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是增长

了200多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闯海人”纵身一跃

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传开，
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被点燃，他们如潮
水般涌向海南，高潮一直从1987年秋季持续
到 1988 年夏天，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闯海人”。
海口市三角池是每个“闯海人”内心深处

抹不去的记忆。当时的海口还没有人才市
场，市人民公园一侧的东湖一带树荫浓密，

“闯海人”就到这里乘凉，大家互通有无，了解
信息。不久，三角池和东湖一带，成了闯海者
们聚会和交流的场所。

据海南闯海文化研究专家吴志良回忆，
当时东湖和三角池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墙壁
上贴满花花绿绿的自荐书、招聘信息等，这就
是后来在“闯海人”心目中占据很高地位的

“人才墙”，也称“闯海墙”。
彼时的海南岛，以大特区之“特”吸引着

全国各地各类人才一路向南，心甘情愿将青
春和芳华交付于这方热土。“十万人才过海
峡”的背后，是特区磁力的彰显，更是“天降大
任，舍我其谁”的创业激情。

日本一家知名媒体曾专门报道称：“在中

国海南岛海口市的一个叫三角池的地方，形
成了知识分子自由流动的集聚地，全国各地
来的人在那里可以得到人才交流的各种信
息。”

“当时，来海南的人才很多，用工单位在
‘人才墙’附近，用不了两三根烟的功夫就能
找到合适的大学生。”吴志良说。

上世纪8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生是时代
骄子，一般都是4个去向——读研、留校、省
市机关和大型国企。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后，去海南成了大学生的第5个选择，“去海
南比去美国还热”。

1988年，时年22岁，现任海南省工商联
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即将从重庆大学
机械系锻压专业毕业，一个重大的选择摆在
了他面前：去哪里工作？景柱还记得，当年自
己在毕业分配意向表上填的是祖国边疆地
区、私营企业或民办科研机构。

揣着90元钱和一本大学毕业证书，景柱
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年来海南，先乘车到
徐闻的海安港，准备换船登岛时，我第一次看
到大海，当时太兴奋了，穿着衣服就直接跳进
了大海。”景柱说。

这奋不顾身的一跃，恰是当时怀揣梦想
和激情的一代“闯海人”的真实写照。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景柱
回忆，当时海南还很落后，海口市仅有一个红
绿灯。他是拿着报到信来的，虽免去了很多

“闯海人”初到海南在人才墙找工作的烦恼，
但心理落差仍然很大。

“海南汽车冲压件厂”，这是景柱报到信上
的单位名字。通过几番打听，景柱来到了一大
片荒地上，“这就是厂子？”景柱不免怀疑起来。

没错，这个大荒地就是海南汽车冲压件
厂！“当时厂子里堆满了锈迹斑斑的设备。大
家住的都是工棚，一个在华中理工大学毕业
的大学生看到我来了，抱着我号啕大哭。”景
柱说，现实的差距、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
差异，以及海岛的孤寂感，都是他们那代“闯
海人”登岛后要克服的障碍。

交了报到信，景柱换来了4样东西：一张
折叠床、一块木板、一张凉席和一床蚊帐。“这
是我当时所有的家当了。”景柱告诉记者，从
此，他成了厂里的一名普通技术员。

景柱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干起，快速成长
为海南汽车制造厂厂长，成为海南的第一批

“拓荒者”。“我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到海南汽车
制造厂厂长只用了9年时间，基本上算是一
年一个台阶。闯海南遇到了许多挫折，但是，
开放的海南岛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施展才华
的舞台和机会。”景柱说。

8700 吨、5600 箱！这是景柱来到厂里
看到的那些堆积如山的设备。“这是从菲律宾
引进的福特汽车冲压厂全套设备，我们这批
大学生来了之后，在老师傅的带领下把它们
装起来了，这也成了后来海马发展的资本。”
景柱告诉记者。

“海南建省初期，汽车工业还是‘一穷二
白’，我们却敢说这里将成为一片汽车的海
洋。”景柱说，当时媒体报道后，社会一片哗
然，一些汽车专家听了也不信，觉得在海南造
汽车是天方夜谭。

海马初期的发展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
同日本汽车品牌马自达的合作。当时马自达
处于危机之中，急于寻找和开拓新发展空间，
而海南却有一个现成的汽车工厂苦于没有产
品生产。

当年，马自达的日方负责人来海南考察，
看到海南汽车制造厂的冲压设备时，当场就
流泪了。“他说终于找到自己的‘孩子’了。”景
柱说，福特当时在菲律宾正是跟马自达合作，
他没想到在海南找到了这些设备。有此渊
源，双方合作水到渠成。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创立品牌，就是建
立民族自信的过程。”景柱说，1989年，他作
为海南首批公派生赴日本研修，在日本大家
看什么都觉得是好的，“连一次性纸杯都当成
宝贝留着”，正是因为中国当时物质匮乏、缺
乏品牌，国人出去也没有自信。

1999 年，财政部以资产划转方式，将海
南汽车制造厂国有资产100%划转给一汽集
团，并更名为一汽海南汽车有限公司。海南
省委则增补景柱为海南省总商会（工商联）副
会长，并由海南省委组织部管理他的档案，储
备待用。

2001年前后，景柱组织几百名老员工成
立持股会，四处筹措资金，建成了民营海马汽
车公司。2004年，民营海马汽车公司和一汽
海南汽车有限公司完全合并，成立混合所有
制的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我非常庆幸自己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
40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大好时
代。”景柱说，30年来，如果说要致敬某种精
神的话，那就是“坚忍”，只有“创新实干、坚忍
担当以兴业”。

景柱只是当年千千万万“闯海人”中的一
个，如今，这些“闯海人”已遍及海南的各行各
业，有公务员、企业家、作家、媒体工作者等
等，“闯海人”中一部分选择了扎根海南，与宝
岛同甘苦、共发展；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北
上，他们用在海南掘到的第一桶金，在国内的
大中城市甚至海外大展拳脚。那段岁月，有
苦有泪，欢乐与自由，激情与痛楚交融。无论
是哪一种，他们曾经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奋斗
过，深深烙上了“闯海人”的精神印记。

“海南从不缺激情与梦想”

“30年前，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但
省会城市海口，却没有出租车、没有程控电
话，电力还特别紧缺且持续多年，海口仍是半
天便可以走完一遭的边陲小城。”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回忆说。

一组数据说明当时的海南经济相对落
后：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全国分配水平的83%；
85%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右的人口尚
未温饱。

提起那时的日子，迟福林记忆犹新：“建
省初期，海南特别缺电，在大热天，我和20多
个同事挤在四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大家
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工作，时常加班加点到深
夜两点。” （下转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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