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门打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以来，如何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
特区，始终是海南的不懈追求与探索。
30 年的经验、曲折、欢笑、泪水让海南明
白，什么时候“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做得
好，什么时候发展就快。

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始终是海南
发展的主线。为了抓好这条主线，30 年
来，海南不断学习、思考、实践、反思。守
得云开见月明，海南对改革开放促发展的
内在逻辑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呱呱坠地，筋强骨健

1988 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
下，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创办我国最大的经
济特区。同年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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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省设经济特区，意味着海南成为全
国的“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

“对外政策窗口”，也意味着海南发展史翻
开了崭新而辉煌的一页，迎来了重大发展
机遇。

然而，当时的海南落后得太多。“建省
初期，海口就一座红绿灯，大热天还经常
停电，基础设施落后程度让我大为惊讶。”
海南豪瑞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云西
告诉记者。

一组数据说明当时的海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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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海南建省筹备组主要负责人对
海南一下子进入国际市场没有把握，到底
如何起步？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当时产生
了一个“先喝洋奶还是先喝娘奶”的讨
论。先喝“洋奶”就要直面国际市场，大力
引进外来资本进驻；先喝“娘奶”就是先完
善基础设施，再面对国际市场。

“当时，有人担心海南一旦推向国际
市场，会不会一方面外来资本一时进不
来，一方面国内投资又不会很大。因此，
海南最后决定请求中央及广东等省市加
大对海南基础设施的投资，先喝‘娘奶’，
待海南基础设施落后局面有所改善后全
面放开，再喝‘洋奶’。”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回忆说。

随即，1988 年 5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
施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建设海南岛的规
定》，给予海南相当特殊和优惠的开放政
策，投资、外贸、外汇、人员等方面的管理，
都比当时其他省份的权限大很多。比如，
在海南岛举办的企业（国家银行和保险公
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
得，均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且，对于投资者可参与的项目也进一步
放开，投资者可以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南
岛投资从事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
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基础上，海南
出台了一批极具吸引力的配套措施，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一股投资热潮悄然涌
起，国内外企业纷至沓来。

先喝“娘奶”显现效果，国家赋予海南
的优惠政策使其“筋强骨健”。海南建省
办特区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仅建省
头 3 年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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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省初期那几年，海南的发展太快
了。没两年时间，海口汽车多了，路修得
宽了，楼盖得高了，处处都是发展机遇。”
林云西说。

垂髫之年，成长代价

1988年，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
新体制。

1989 年，率先建立新型社会保障
制度。

1991年，率先推进价格改革，改革粮
食购销体制。

同年，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当
时，在深圳上市的10家异地公司中，海南
就占了 4 家，全国法人股交易的 10 家公
司中，海南有5家。

“当时，海南的发展势头很猛，一些好
的政策、好的改革、好的发展机遇让人羡
慕。”海南大学教授王毅武告诉记者。

海南把握住历史赋予的重大发展机
遇，不断地锐意改革创新，让当时的海南
生机勃勃。彼时，海南借助发展势头，用

“大开发”来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大
繁荣。

1992 年，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
商投资开发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
成为海南开发的试验地，这一举措，当时
在国内属首创。

但是，要雕琢洋浦这块“璞玉”，又谈
何容易！仅洋浦开发区中的“七通一平”

就需要 100 多亿元投资，海南 1988 年财
政收入才 4.2亿元，国家一年给予海南的
低息贷款也只有2亿元。

怎么办？出路就是吸引外资！于是
产生了经济特区中的洋浦开发模式，即

“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系统开发，综合补
偿”利用外资开发的方式。

除了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投资热潮，海
南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优惠的政策吸
引了大批房地产企业“开发”海南岛。

一时间，海南土地价格翻了数番，房
价猛涨几倍。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
显示，1988 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
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
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
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

1992年，一座总人口不过655.8万的
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
司。1991 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14.9%，1992 年增速却暴增到 41.5%。
这一非正常高增长，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炒
作拉动虚增造成的。

1993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十六条”，海南地产泡沫瞬间破灭。海南
经济随之跌入谷底，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率由1994年的11.9%迅速降至1995
年的4.3%。

数据显示，当时全省“烂尾楼”高达
600 多栋、1600 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
18834 公顷，积压资金 800 亿元，仅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 300 亿元。
直到 2007 年 6 月底，海南省处置积压房
地产办公室正式结束其使命，海南才彻底
甩掉了手上的“烂尾楼”。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本是中央给海
南的一副“好牌”。然而，这副“好牌”却打
出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过度投机和

“房地产泡沫”破裂，使“形势大好”的海南
付出了沉重代价。

风华正茂，敢于突破

2018 年 4 月 13 日，海南 30 岁生日，
党中央赋予其新的使命，给了海南一副更
好的“牌”。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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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海南已不再是“毛躁小子”。面
对房地产业的“蠢蠢欲动”，海南火速发布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稳定房地产市场要
求的通知》，措辞严厉，提出明确预警，“防
止任何形式的宣传炒作和哄抬房价行
为”。

而立海南，风华正茂，对改革开放促
发展的内在逻辑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蹄
疾步稳地行走在创新开放的大路上，做好
我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试验田”。

同样是引进外资，30年前的海南“盲
目”，30年后的海南“清醒”。

“如果我们简单通过优惠政策把国内
其他地方的企业搬到海南，对国家而言没
有任何实质意义，不过就是从‘左口袋’挪
到了‘右口袋’。我们不要把招商引资的
重心全部放在国内的存量上，而是要加大
全球招商力度，引进符合中国国情、符合
海南实际、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项
目和市场主体，形成资本增量，既为海南
也为全国作贡献。”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
说，不要“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引进外资，海南以前的做法是引进来
再说，现在则是先做前期准备，保障引进
的企业有质量、能适应，能发展。海南在
营商环境、人才储备、制度创新等方面做
足了准备工作。

简化行政审批是考验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能力和决心的第一道门槛和“试金
石”，海南提出的目标是“极简审批”。随
着优化营商环境 40 项举措相继推出，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大量行政
审批事项实现了“网上通办”……

优化环境、简政放权没有止境。目
前，海南又提出一般行政审批事项从“只
跑一次”向“一次不跑”、全程上网发展。
同时，海南省还参照世界银行 2019 年营
商环境报告体系，不断用国际化视野、一
流标准，为优化海南营商环境划出最新最
准的路径。

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姚磊用两组数
据展示了海南营商环境的改变：2017年，
海南进口通关平均时长为 126.94 小时，
2019 年 2 月份下降到 46.13 小时；2017

年，海南出口通关平均时长为 108.41 小
时，2019年2月份下降到4.76小时。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海南通
过制度创新，进一步为企业进驻打造良
好的环境。4 月 18 日，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成功为海南国贸有限公司等企业办
理了全省首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
境汇款、开户预约等业务，标志着中国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融服务模块在
海南顺利上线。

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将涉及
国际贸易从境外到境内、从货主到海关、
海事等12个行政部门的审批工作集中到
一个平台，节约企业的办事时间，压缩企
业损耗成本。

周到的服务保障使得海南对外贸易
额增长迅速。据海口海关统计，2019 年
第一季度，海南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
249.9 亿元，同比增长 109.2%。其中，出
口78.4亿元，同比增长78.7%；进口171.5
亿元，同比增长126.9%。

海南自由贸易（FT）账户体系上线运
行又是一大创新。“从完成的第一笔业务，
就能真切感受到 FT 账户的快捷便利。”
海南国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波说，通过
FT 账户，发出一个指令就可以完成币种
转换，极大便利了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特
别是海南、上海两地自贸区FT账户业务
可以实现合作联动及资金的有效互通运
用，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自今年 2 月 14 日以来，海南已先后
发布两批、共计 13 个自贸区制度创新案
例。具体包括：第一批公布的商事登记

“全省通办”制度、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
公告程序、减免商事主体公示负面信息、
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全国首单
知识产权证券化等8项，以及4月11日公
布的第二批5项：全国首创设立“候鸟”人
才工作站、全国首单沪琼自由贸易账户联
动业务、共享医院新模式——博鳌超级医
院和全国率先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
证保险制度等。

一个个“全国率先”的创新成果，折射
出海南积极闯关探路，敢于突破，在不同
领域开放发展上先行先试的努力，力争为
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效制
度供给的责任担当。

“十万人才下海南”是

一 个 时 代 的 烙 印 。 1988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

消息传开，一批批来自全国

各地的青年人，带着梦想和

激情，冲破旧的人才体制束

缚，如潮水一般地跨海奔向

海南，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

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后来，这批人有个共同

的名字——“闯海人”。

“那时的海南，满街都

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满

怀激情与梦想的年轻人，大

家谈论新事物、探讨新想

法，充满活力和激情。这种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气势和情怀，就是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伊始自带

的基因。”作为一名“闯海

人”，海南中视集团董事长

刘文军说。

1988 年 ， 刘 文 军 22

岁，口袋里揣着 175元钱和

几件换洗衣服，从贵州深

山 奔 向 千 里 之 外 的 海 南

岛。对海南岛一无所知导

致刘文军经济拮据，生活

艰辛，他摆过地摊、做过

推销，跑过广告、拉过赞

助……

如今，刘文军创建的

海南中视集团成长为拥有

员工 1178 人，累计纳税 6.6

亿元，拥有 37 家全资或控

股 子 公 司 的 海 南 百 强 企

业。靠的是什么？“靠的

是‘闯海人’敢闯敢试 、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精

神。”刘文军告诉记者。

刘文军提到的这种精神

是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一直

提倡的“特区精神”。

2018 年 5 月 13 日，海

南 启 动 《百 万 人 才 进 海 南 行 动 计 划 （2018—2025

年）》，招揽四方英才共建海南。

百万人才，海南如何用？海南实施“百万人才进

海南”行动计划，紧紧围绕让人才进得来、留得

住、用得好这一宗旨设计政策和制度。发挥企事业

单位积蓄人才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本省市场主体

尤其是 12 个重点产业领域的 20 多万家企业抓住机遇

大力引才，促进企业创新转型、做强做优。

与 30 年前那场人才下海南相比，现在的生活、学

习、干事创业环境已有极大提高，而且，海南省委、省

政府为人才引进提供落户、子女就学、配偶就业、住房

补贴等方面优惠政策。

海口公路局工作人员梁韵笛响应号召，2018年6月

份在海南就业。“来海南工作，不仅能解决海口户口，

还能领到每个月1500元的住房补贴，从去年7月份到今

年 3月份，我总共领到住房补贴 13500元，这样的补贴

持续2年，大大缓解了我的生活压力。”梁韵笛说。

除了优惠政策的吸引，更多人看重的是海南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作为初创公司，我将团队整个搬迁至

海南，看重的就是海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创

业者刘佳宁告诉记者。

30 年弹指一挥间，一代新人换旧人，变的是时代

脉搏，传承的是“特区精神”。勇立潮头，披荆斩棘闯

新路，一代代“闯海人”凝结成的特区精神，让海南这

座曾经落后的小岛走上了世界舞台。

海南扬帆逐梦新征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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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经过30年发展，三亚市从

一个小渔港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度假

胜地。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左图 海口东寨港红树林。

冯尔辉摄

海口市一瞥。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江东新区展示中心。 苏弼坤摄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积极闯关探路，敢于突破，在不同领域的开放发展上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个

个“全国率先”的创新成果。

海南，蹄疾步稳地行走在创新开放的大路上，在营商环境、人才储备、制度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当好

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