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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开放而生 开放而兴
■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夏锋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也就没有海南今天的
巨变。进入新时代，中央赋予海南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
使命，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
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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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将为
海南的腾飞注入强大动力。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是海南 30 年的基本经验
开放是海南改革发展的生命
线。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海南省因
改革开放而生，
也因改革开放而兴。
建省前，海南还是半封闭的国
防前线，自身发展基础十分落后。
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发展基础都决
定了开放是海南最关键的一招。
1984 年，邓小平就提出，
“ 我们要开

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
发 展 起 来 ，那 就 是 很 大 的 胜 利 。”
1988 年 4 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由于海南经济特区的起点低，各方
面的基础十分薄弱，有广大的农村
和 500 多万农民，
是一个孤悬海外的
岛屿，
使它快速摆脱贫穷落后，
唯一
的出路是开放，
推向国际市场，
由此
把岛屿地区的优势释放出来。
2009 年 12 月，中央把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
了海南一系列开放政策。2016 年，
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大海南
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
海南 30 年发展始终是与改革
开放大局相融合，也由此推动了海
南发生了历史巨变。1987 年，海南
省的 GDP 仅有 57.28 亿元，地方财
政收入不到 3 亿元。如今，已大不
相同。2017 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4462.5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7179 美元，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674 亿元。
海南建省办特区 30 年来的发
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开放有重大
突破，什么时候海南的改革和发展
就快。在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
海南建省办特区 30 年之际，中央宣

布在海南全岛逐步建立自由贸易
港，
将形成巨大的合力，
产生巨大的
影响。

探索海南岛屿经济体在建设
自由贸易港中的战略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海南更
大程度的开放，
以大开放促大改革、
大发展，
办好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关键举措是建设自由贸易港，也由
此发挥海南在我国扩大开放、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中的特殊作用。
第一，这是中国以实际的开放
行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引领经济
全球化的重大行动。面对美国挑起
的贸易保护战，
面对逆全球化浪潮，
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不动摇，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新格局。在这个特定背景
下，中国在试点自由贸易区的基础
上，提出将海南逐步建成第一个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向世界
释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最
有力的信号，也将更好地发挥海南
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和体制优势，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进程中发挥
独特作用。
第二，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
门户。海南地处南海要冲，扼守太
平洋和印度洋，
面向东南亚，
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重点加强海南与东南亚国家
的沟通交流，进而促进泛南海自由
贸易网络形成，促进泛南海区域自
由贸易区网络的形成，
尤其是
“泛南
海经济合作圈”
的形成，
是中国与泛
南海国家和地区共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布局，是海南
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战略担当。
第三，重点推进服务业市场全
面开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强调，
学习借
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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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国际先进水平，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建立海南自由贸易
港，可以在海南率先推动旅游、医
疗、健康、教育、金融、物流、航运等
服务业领域向社会资本和外资全面
开放；借鉴香港经验，除特定领域
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放开外
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这将是我
国新阶段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
的重大举措。

一季度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0.5%

项目概述：
布隆迪拥有品质较好的稀土
元素矿藏，但一直缺乏稀土氧化
物分离工艺，希望寻找此领域的
中国合作伙伴，在布隆迪设立一
家稀土氧化物分离工厂。
邮件：bi@mofcom.gov.cn
电话：
（00257）22224246
（00257）79995334

参建
“一带一路”
谨防两大风险
本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近日在北京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一阶段的实施需
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
何确保建设项目得以有效实施，二
是如何保证财政政策可靠性，避免
进一步增加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
拉加德指出，目前已有超过 70
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预计
每年的投资需求可能达到数千亿美
元。有人担忧，如果部分投资不能
被正确管理，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
效果。因此，
“ 一带一路”面临的第
一个挑战在于如何确保项目和投资
去往所需之处。
“在任何大规模开支过程中，
有
时会有人企图滥用项目选择和招投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再过几年，我与中国结缘就
要满 50 年了。”4 月 11 日，被称为
“中国人民老朋友”
“ 中国通”的法
国前总理拉法兰结束了博鳌亚洲
论坛的行程，风尘仆仆赶到北京，
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出席了《2017
法国经济国际化年报》新闻发布
会，向中国媒体推介法国。会后，
面对记者们意犹未尽的追问，拉
法兰“来者不拒”，还娴熟地打开
自己个人微信的二维码供记者们
“扫一扫”。
作为前总理的拉法兰，现在
有了一个新使命：帮助法国企业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为他们提
供支持。
拉法兰认为，外界对“一带一
路”
这样的大型倡议有一些疑虑是
正常的。
“我年轻时，
可口可乐和日
本录音机进入法国时，
都引发了疑
虑。有这种声音是可以理解的，
不
应该过度担忧……我们应该对
‘一
带一路’
予以信任。
”
拉法兰对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
讲话深表认同，
并表示法国希望参
与“一带一路”
倡议。
“我们要和中国就
‘一带一路’
等大型国际倡议进行合作，
法国总
统马克龙也曾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
用，它不仅能惠及沿线国家，也能
惠及欧盟，
更能为世界各国面临的
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希望法国企业
积极参与进来。
”
拉法兰还透露，
今
年夏天，欧盟便会出台一项针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统一文件。

除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
拉法兰还希望法中两国进一步
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进行合作。他
表示，中国在 40 年前就提出了改
革开放，
马克龙总统也是改革与开
放的忠实拥护者，
他推出一系列改
革措施重振法国经济，
并积极参与
欧洲事务，
在欧盟体制改革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如今，
世界各国注重
改革与开放。尽管各国诉求不同，
但均需通过改革适应世界新变局，
而这些是要在国际合作与多边主
义的框架下进行的。
”
由于中法之间有着共同的诉
求和愿望，
双方经济合作呈现火热
态势。
《2017 法 国 经 济 国 际 化 年
报》显示，2017 年，中国和日本并
列成为在法国投资最多的亚洲国
家，
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数量
增长 27%。报告显示，中企在法国
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汽车、设备制
造以及纺织业，提供了超过 1000
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2015 年，李克强总理
访问法国期间，
中法双方在结合各
自优势基础上，共同发表了《中法
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
明》。因此，拉法兰还特别提及，
“希望中法双方进一步合作开拓第
三方市场。
”
3 年来，中法在能源、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均取得良好效
果。拉法兰表示，未来农业、民用
核电、航空等领域是中法合作的优
先项目，
法国也将配合“一带一路”
建设对相关项目提出建议。

标过程获益。全世界的经验表明，
项目失败和资金滥用的风险一直存
在。即便选择了正确项目，实施过
程中也经常出现困难。”拉加德说，
“如果中国企业和他国企业合作海
外项目，
他们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
以及环境方面的新的阻碍。
”
对此，
她建议，
选择实施那些切
实弥补基建缺口的项目，并以最高
效的方式实施。
拉加德提到的第二个挑战在
于，
“ 一带一路”倡议在为参与国提
供基建融资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
些国家公共债务增加，从而限制其
他方面开支并引发收支平衡风险。
“对于那些公共债务水平已经
较高的国家，精心管理融资条款是

很关键的。这可以防止中国以及参
与国政府达成一些可能在未来引发
金融困境的协议。”拉加德说，好在
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潜在
风险，
准备好了可靠的应对策略。
针对以上挑战，拉加德建议提
高决策透明度，并在参与“一带一
路”的不同机构之间建立总体性的
合作框架。她认为，中国提出组建
的 国 家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署（Interna⁃
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或可发挥这一作用。
拉加德还表示，IMF 时刻准备
好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指
导，尤其是帮助相关国家改善公共
财政管理。
（彦宇）

区能否实现 2 家银行的收益足以
支撑系统和人工费以维持生存进
行了估算，结果可维持 2 家银行生
存的地区有宫城、神奈川、爱知、福
冈等 10 个府县，只能维持 1 家银行
生存的地区有北海道、京都、爱媛、
熊本等 13 个道府县，1 家银行也难
以生存的地区有青森、富山、和歌
山、岛根、宫崎等 23 个县。
该估算较为简易，东京都因
放贷余额等规模大于其他地区
而无法进行分析，因此不在对象
之列。
（驻札幌总领馆经商室）

厄瓜多尔 20%的外资来自“避税天堂”
据厄瓜多尔《快报》近日报道，
根据联合国及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的统计，
去年厄瓜多尔共收到外国
直接投资 6.06 亿美元，其中 20%是
通过开曼群岛、巴拿马或者英属维
京群岛这三个免税国家中转后到
厄的。
据悉，这一比例在 2016 年高
达 43.2%。
特别是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
群岛是资金中转的最主要途径。

自 2010 年开始，厄瓜多尔共收到
来自这两个岛国共计 37.13 亿美元
的投资。
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
英属维京群岛人口 3 万，面积只有
厄瓜亚基尔市的一半，
国内生产总
值也只有 10 亿美元，但是 2016 年
对外投资金额却达到 948.19 亿美
元，几乎为厄全年 GDP 总值，同时
也是世界上第五大对外投资国。
（驻厄瓜多尔经商参处）

尼央行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尼日利亚央行近日宣布通过
中小微企业投资基金向第一批受
益企业提供总计 260 亿奈拉的融
资支持。
据悉，该基金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9 日，旨在提供适当融资促进中
小微企业发展。为确保基金顺利

运行，所有商业银行自愿交出 5%
的税后利润支持该基金，
并为符合
条件的企业提供资金。
尼央行行长戈德温·艾米菲尔
德表示，
该基金将助力联邦政府扩
大就业，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驻拉各斯总领馆经商室）

蒙古国大型矿业项目吸引中企
■ 本报记者 孔帅

印度煤基热电厂项目
项目概述：
dhunik Power and Natural
Resources Ltd (APNRL)计划在比
哈尔施工热电站项目，该项目涉
及建设 1320MW 煤基火力发电
厂，分两期实施。还包括建设发
电厂、变电站、洗煤厂、海水淡化
厂、水处理厂及相关设施，
安装发
电机、涡轮机、变压器、以及铺设
输电线路。
电话：(021)37198101
邮箱：
gdxmx@sinosure.com.cn
联系人：吴女士
（本报综合报道）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一带一路”
上的法国使者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消息，
日
本金融厅的专家会议发布报告，
估
算因人口减少等导致经营环境恶
化，即使只有 1 家地方银行也难以
单独生存的地区达到 23 个县。建
议上述银行为确保收益，
开展跨县
重组。该报告认为，
因未获日本公
平交易委员会批准而延期的福冈
金融集团和十八银行的经营合并
也应予以批准。
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减少、地
方经济规模缩小，
地方银行将面临
放贷余额大幅减少的情况。报告
使用 2016 年 3 月底的数据对各地
4 月 10 日，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本班光伏产业园，工人在首个由中国企业承建并参与融资的光伏发电项目施工
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 摄

项目概述：
俄罗斯第 24 号库尔斯克粮
食基地有限公司主要提供储量
10 万吨的仓储设施。该公司还
可通过汽车和火车运输谷物、米
和植物油，日运货量 1000 吨。此
外，
还提供报关业务，
为进口商提
供所需文件单证。
电话：+79107305126
邮箱：dek@hursk.pro
联系人：达纽申（Danyshin）

maoyibao1@163.com

日本地方银行面临生存困境

布隆迪
稀土氧化物分离项目

俄罗斯库尔斯克
粮食基地项目

电话/010-64664888-2041

●投资环境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近
日介绍，今年 1 至 3 月，全国吸收
外资稳定增长，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 资 企 业 14340 家 ，同 比 增 长
124.7%；实际使用外资 2275.4 亿
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0.5%。
据悉，今年 1 月至 3 月，高技
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2.8%，占比达 19.3%。高技术制
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24.9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66%。其中，医药
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同比分
别 增 长 54.8% 、39.4% 和 35.2% 。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14.7 亿元人民币。其中，研发与
设计服务同比增长 25.6%。
（王珂）

●项目信息

编辑/陈璐 制版/耿晓倩

蒙古国与中国在矿产资源的
合作上具有互补优势和区位优势，
成为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目标
国之一。
蒙古矿业与重工业部部长苏米
亚巴扎尔在近日出席中国—蒙古国
商务论坛平行项目推介及企业对接
会时表示，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
此次对华正式访问期间，在增加蒙
古国矿产品出口量方面得到了中方
的积极回应；
在增加对蒙煤炭投资、
周转率等方面，蒙古国与中国商务
部交换了意见。双方探讨了在矿业
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将为两国企
业提供更广泛的发展机遇。
据了解，2017 年，蒙古国国内
生产总值中矿业占比为 22%；工业

领域产业总值中矿业占比为 74%；
国外直接投资中对采矿、重工冶金
的投资占 64%；矿业出口占总出口
的 90%，煤炭占 45%，出口结构为煤
炭、铜、铁矿石、金和石油。
蒙古国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已探明矿种 80 多种，矿点 6000 多
处，主要有煤炭、铜、金、铅、锌、铀、
萤石、钨、石墨、磷等。其中，铜、萤
石、磷、煤等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居世
界前列，且许多矿种是我国短缺的
战略性矿种。
苏米亚巴扎尔表示，中国是蒙
古国的主要贸易国，两国间的主要
贸易产品中包括煤和铜。今后，蒙
方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在符合
环保要求和国际标准的前提下，进

一步加强交易口岸、通关便利、基础
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与中国共同合
作、统筹发展煤炭贸易。此外，
蒙古
国矿业与重工业部也会成立相关工
业组来规划重要项目。
据了解，2016 至 2020 年间，蒙
古国将要投资价值为 93 亿美元的
12 座矿业大型项目，并统筹解决项
目中的基础设施和电力条件。
对此，
苏米亚巴扎尔表示，
蒙古
政府为改善矿业投资环境将实施三
大举措：一是政策性地支持大型矿
业项目。2016 年，蒙古国出台《蒙
古国可持续发展愿景 2030》，其中
明确指出了要依托矿业和重工业实
施经济改革，在矿业可持续发展政
策下，政府将战略性地支持具有广

阔前景的矿业项目。二是缩短矿业
投产时间，以及各层级办理手续的
时间。三是同地方及当地居民开展
互利合作。通过推动政策性协调和
对接，
解决投资者遇到的问题，
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据记者了解，外资的进入使得
蒙古国奥尤陶勒盖（OT 矿）的产出
翻了好几番。
目前，蒙古国还有 16 个战略级
矿业项目、36 个重要级矿业项目，
希望在其他项目上能同国外政府和
企业共同合作。
据了解，蒙古国大型矿业项目
中最典型的就是塔木陶勒盖煤矿
（TT 矿）。TT 矿是世界上最大的煤
矿之一，含有 74 亿吨焦煤和电力煤

储量。在 2016 年，TT 矿共出口 770
万吨，
占蒙煤炭出口总额的 32%。
苏米亚巴扎尔表示，
TT 矿所产
煤炭品质很高，目前只有少部分出
口。该项目未来将更注重开拓国内
外市场，
并通过建设供水站、供电站
等 基 础 设 施 ，解 决 生 产 方 面 的 问
题。近期，该项目准备在国际市场
上市，这将给蒙古国发展带来更多
的机遇，为与投资者深化合作带来
更多的机会。目前，
TT 矿正与中国
铝业进行扩大煤炭贸易量的谈判，
并签署相关协议，也欢迎相关企业
积极参与。
在会议中，蒙古国卡斯塔乌娜
公司和哈燃伽矿石公司均表示愿同
中方企业合作，
共同开发矿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