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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佈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指
出，支持在海南建設國家體育訓練南方基地和省級體育中心，鼓勵發展沙灘運動、水上運動、賽馬運動等項目，支持打造國
家體育旅遊示範區。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探索從空間規劃、土地供給、資源利用等方面支持
旅遊項目建設。《意見》也列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到 2025 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

■據悉，海南自貿港建設
以發展旅遊業、現代服務
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
導，打造開放新高地。圖
為今年克利伯環球帆船賽
在三亞半山半島帆船港解
纜起航。
資料圖片

自貿港建設路線圖時間表發佈 邀外商全面參與

中央支持海南發展彩票賽馬
《意見》為海南提出四個戰略定
位：建設成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
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
區。並從十個方面詳盡部署了推動海南
成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標杆的
指導意見和發展目標。其中，在創新促
進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建設的體制機制方
面明確指出，要實施更加開放便利的離
島免稅購物政策，實現離島旅客全覆
蓋，提高免稅購物限額。

加快三亞向郵輪母港方向發展
支持海南開通跨國郵輪旅遊航線，
支持三亞等郵輪港口開展公海遊航線試
點，加快三亞向郵輪母港方向發展。放
寬遊艇旅遊管制。有序推進西沙旅遊資
源開發，穩步開放海島遊。全面落實完
善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政策，
鼓勵醫療新技術、新裝備、新藥品的研
發應用，制定支持境外患者到先行區診
療的便利化政策。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
發展，大力發展動漫遊戲、網絡文化、
數字內容等新興文化消費，促進傳統文
化消費升級。允許外資在海南試點設立
在本省經營的演出經紀機構，允許外資
在海南省內經批准的文化旅遊產業集聚

區設立演出場所經營單位，演出節目需
符合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允許旅遊酒
店經許可接收國家批准落地的境外電視
頻道。支持在海南建設國家體育訓練南
方基地和省級體育中心，鼓勵發展沙灘
運動、水上運動、賽馬運動等項目，支
持打造國家體育旅遊示範區。探索發展
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
票。探索從空間規劃、土地供給、資源
利用等方面支持旅遊項目建設。
《意見》也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
建設要體現中國特色，符合海南發展定
位，學習借鑒國際自由貿易港建設經
驗，更加強調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充分
激發發展活力和創造力，打造更高層
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要及時總
結 59 國外國人入境旅遊免簽政策實施
效果，加大出入境安全措施建設，為進
一步擴大免簽創造條件。完善國際貿易
「單一窗口」等信息化平台。積極吸引
外商投資以及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支
持外商全面參與自由貿易港建設。在內
外貿、投融資、財政稅務、金融創新、
出入境等方面探索更加靈活的政策體
系、監管模式和管理體制，打造開放層
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
的開放新高地。

全面改革開放時間表
2020 年：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取得
重要進展，國際開放度顯
著提高；生態文明制度基
本建立，生態環境質量持
續保持全國一流水平
2025 年 ： 自 由 貿 易 港 制 度 初 步 建
立，營商環境達到國內一
流水平；生態環境質量繼續
保持全國領先水平
2035 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走
在全國前列；自由貿易港
的制度體系和運作模式更
加成熟，營商環境躋身全
球前列；生態環境質量和
資源利用效率居於世界領
先水平
本世紀中葉：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
化，形成高度市場化、國
際化、法治化、現代化的
制度體系
資料來源：新華社

加強南海維權能力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意
見》透露，在服務和融入國家重大戰略方
面，海南被賦予加強南海維權和開發服務
保障能力建設的重大責任。
國家要求加快完善海南的維權、航運、
漁業等重點基礎設施，顯著提升我國對管

轄海域的綜合管控和開發能力。實施南海
保障工程，建立完善的救援保障體系。保
障法院行使對我國管轄海域的司法管轄
權。支持三亞海上旅遊合作開發基地、澄
邁等油氣勘探生產服務基地建設。加強重
點漁港和避風港建設。

此外，在拓展旅遊消費發展空間方面，
支持海南開通跨國郵輪旅遊航線，支持三
亞等郵輪港口開展公海遊航線試點，加快
三亞向郵輪母港方向發展。放寬遊艇旅遊
管制。有序推進西沙旅遊資源開發，穩步
開放海島遊。

港技術人才可永久居留海南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佈的《意
見》中也明確指出，海南在完善人才發展
制度方面，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
革，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
的人才政策，加快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
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
才的良好環境。並支持海南開展國際人才
管理改革試點，允許外籍和港澳台地區技
術技能人員按規定在海南就業、永久居
留。
《意見》指出，鼓勵海南充分利用國內
外優質教育培訓資源，加強教育培訓合
作，培養高水平的國際化人才。支持海南
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學科，支持相關高校培
育建設重點實驗室。鼓勵國內知名高校和
研究機構在海南設立分支機構。完善職業
教育和培訓體係，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
作，鼓勵社會力量通過獨資、合資、合作
等多種形式舉辦職業教育。鼓勵海南引進
境外優質教育資源，舉辦高水平中外合作
辦學機構和項目，探索建立本科以上層次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部省聯合審批機制。支
持海南通過市場化方式設立專業人才培養
專項基金。完善促進終身教育培訓的體制

機制。

事業單位原則上取消行政級別
《意見》亦指出，加大國家級人才計劃
對海南省人才隊伍建設的支持力度。緊緊
圍繞強化公益屬性的目標深化事業單位改
革，除僅為機關提供支持保障的事業單位
外，原則上取消行政級別，允許改革後的
事業單位結合實際完善有利於激勵人才的
績效工資內部分配辦法。促進教師、醫
生、科研人員等合理流動。創新「候鳥
型」人才引進和使用機制，設立「候鳥」
人才工作站，允許內地國企、事業單位的
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按規定在海南兼職兼
薪、按勞取酬。支持海南開展國際人才管
理改革試點，允許外籍和港澳台地區技術
技能人員按規定在海南就業、永久居留。
允許在中國高校獲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優
秀外國留學生在海南就業和創業，擴大海
南高校留學生規模。支持海南探索建立吸
引外國高科技人才的管理制度。
在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伍方面，
《意見》強調，要注重培養專業能力、
專業精神，增強幹部隊伍助推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的能力。推進公務員聘任
制和分類管理改革，拓寬社會優秀人才
進入黨政幹部隊伍渠道，允許在專業性
較強的政府機構設置高端特聘職位，實
施聘期管理和協議工資。加強海南與國
內發達地區的公務員學習交流，開展公
務員國際交流合作，穩妥有序開展公務
人員境外培訓。加強優秀後備幹部儲
備，完善鼓勵幹部到基層一線、困難艱
苦地區歷練的機制。
在全面提升人才服務水平方面，《意
見》則提出要加大優質公共服務供給，
滿足人才對高品質公共服務的需求。大
力引進優質醫療資源，鼓勵社會力量發
展高水平醫療機構，推進國際國內醫療
資源合作，積極引進優秀衛生專業技術
人員。深度推進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
費用直接結算，鼓勵發展商業補充保
險。推進社會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加快
數字圖書館、數字博物館、網上劇院等
建設，構建標準統一、互聯互通的公共
數字文化服務網絡。出台專門政策解決
引進人才的任職、住房、就醫、社保、
子女教育等問題。

■ 習近平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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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海南40年前結緣
30 年前，1988 年 4 月
13 日，習仲勳作為大會
執行主席，主持了七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這次大會決定設
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經濟特區。30 年後的
同一天，正在海南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出
席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30 周年大會並
發表重要講話，代表黨中央向海南送上了
30 歲生日的深情祝福，並對在新的更高起
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出殷殷期望。
「久久不見久久見，久久見過還想
見。」用習近平自己引用的這首海南民歌來
形容他與海南的情緣再恰當不過了。
早在 1979 年，習近平就曾來過海南。當
時海南隸屬廣東，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廣
東主持工作。當時在清華大學就讀的習近
平，常利用寒暑假時間到廣東看望父親。
1979年1月15日至24日，習仲勳陪同葉
劍英視察榆林海軍基地、三亞、萬寧興隆華
僑農場等地，習近平參加了這次視察。

&

當時的海南，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封閉
海島，當年建設者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
發建設海南的沖天幹勁，給年輕的習近平留
下深刻印象。

對比今昔 習近平：
「滄桑巨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廣東代表
團特別談及這段往事。他回憶道，1979 年
寒假到廣東，隨父親到海南陪同葉帥調研。
當年習近平住的三亞鹿回頭招待所，如
今已經成了鹿回頭國賓館。
再到海南，對比今昔之變，習近平不禁
感慨：「這個確實是滄桑巨變」。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陽的光輝，一個地
方可以體現一個國家的風貌。
30 年，海南「三十而立」，從一個邊陲
島嶼發展成為中國最開放、最具活力的地區
之一。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重要歷
史見證。
■新華社

人民日報：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 昨日發表
評論員文章指出，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
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文章指出，海南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
踐，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偉大征程，充分證
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充分證明無論改什麼、改到哪一步，都要
堅持黨的領導；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
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
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充分證明
黨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
全正確的；充分證明人民是改革的主體，
是推動改革開放的強大力量。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
就沒有中國的明天。這是一條正確之路，
正是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讓我們
成功開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
推動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讓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這

是一條強國之路，正是改革開放極大解放和
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使我們穩居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位置，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光明前景。這是一條富民之路，正是
改革開放讓 7 億多貧困人口成功脫貧，形成
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民生
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
文章強調，歷史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
狀者，機遇屬於勇於創新、永不自滿者。在慶
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
總書記宣佈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
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
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
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這是我國擴大對
外開放、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舉措。按
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求，發揚敢闖敢試、
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以昂揚的精
神狀態推動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中國人
民一定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自
信、越走越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