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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潮挑战，
中国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合
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挥内需潜力
推动高水平开放
迟福林 说 ，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 ，扩 大
内 需 在 推 动 高 水 平 开 放 中 的 作 用 进一
步凸显。
他分析说，一方面，14 亿人口的内需
大市场成为推动高水平开放的独特优势
和基本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深
度融入世界，内需潜力的释放，需要以更
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14 亿人口的巨大内需潜力是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基础。”迟福林说，
“十四五”时期，我国广阔内需市场潜力的
释放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继
续支撑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迟福林认为，推进高水平开放，就是
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
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

他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
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应对复杂多变国
内外环境实行的战略转型；决不是短期
举措，而是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相
适应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的释放，将
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也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多正能量。”迟
福林说。

以开放促改革
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明确提出，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
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
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迟福林说，适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
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协同推进强大
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
任务是加快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
板，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
级对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贸易
的需求日益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城乡结
构升级对教育、医疗、健康、旅游、文化、信
息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贸易的需求日益
提升。”
迟福林说。
他认为，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一 方 面 要 推 进 服 务 贸 易 领 域 规 则 、规
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
另一方面，要实质性推动服务业领域市
场 开 放 进程，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
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
迟福林认为，我国开放、强大的国内
市场将成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力
量。
“我国发展服务贸易，不仅适应国内消
费升级需求，而且将形成与各国、各地区
合作共赢的巨大市场空间，成为双边多边
自由贸易的重要引擎。”
他指出，我国将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为重要突破口。经济特区、自由贸易
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
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试验田”。要赋予其更大改革开放自
主权，率先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加
大在市场准入、管理标准、透明度、知识产
权保护、监管规则等重要领域的先行先
试和压力测试。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坚定不移
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将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
正 能 量 ，让 世 界 分 享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红
利。”迟福林说。
新华社

释放航线网络优势
推动旅游经济复苏
为激发国内旅游市场消费潜能，增
加海南岛进出旅客量，海南航空释放航
线网络资源优势和热门旅游地通达性优
势，完善航线网络布局的同时优化市场
产品，推动国内旅游经济快速复苏。
今年 7 月，海南航空开通北京⇌博
鳌直飞航线，并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内医院合作，联合打造“康养航
线”及航线机票附加产品，促进地方经济
和健康医疗产业发展；10 月底，海南航
空又新增开通深圳⇌博鳌、成都⇌博鳌
直飞航线，进一步为自贸港建设吸引客
流。据统计，冬航季海南航空已恢复国内
航线 500 余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量近
5000 班；其中海南进出港航线达到 130
余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量 1400 余班。
据了解，海南航空预计将在海南地区投
入 各 类 运 力 60 余 架 ，航 班 量 达 到 每 周
1600 余班，并计划再增加海南至重庆、
成都、上海、杭州等西南、华东地区航线
20 余条，进一步拓宽海南地区网络广度
与厚度，届时将实现年度入境游客量达
到 1000 余万人次的发展目标，打通“空
中大动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航路
“加速度”。
此外，海南航空充分发挥航空产业资
源整合优势，持续强化产品突破创新，先
后推出“魅力自贸港”及“随心飞”系列市

海南航空第十次蝉联“SKYTRAX 五星航空公司”荣誉。

不断创新空地产品
打造美好出行体验
自成立以来，海南航空始终致力于通
过产品创新，不断提升旅客的服务体验。
2020 年，为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历史
机遇，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中“智慧海南”建设的相关要求，今年
6 月，海航集团与腾讯及多尼卡围绕实现
“智慧航空+自贸港”达成战略合作，全面
提升海航航空服务智慧化水平，以实际行
动助力海南自贸港产业创新发展。7 月
30 日，海南航空完成了首架客舱局域网
航班试运行，为旅客在空中提供近五万条
视频资源、200 张音乐专辑及海南自贸港
等目的地推介，标志着海南航空“智慧海
南”在航空服务业领域的实现。
餐食方面，海南航空始终坚持创新研
发，将海南特色饮食文化融入空中美食，
打造空中“自贸港风味”。据悉，海南航空
今年已在部分国内航班经济舱特别推出
椰子饭、清补凉、海南鸡饭、斋菜煲饭等
“海南味道”，打造出别具海岛风情的美食
盛宴；同时还将萝卜糕、薏粑等海岛风味
呈现在多地贵宾室餐食中，再次升级旅客
出行体验。

勇担绿色环保重任
彰显企业责任担当
海南航空坚持把生态文明、低碳经济
建设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
略，致力于从地面到空中整个服务链输入

多元化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购物新体验

乘自贸港东风
望海国际扬帆再起航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推进全球自由贸易

海南航空第十次蝉联“SKYTRAX 五星航空公司”荣誉

场产品，积极助力航空旅游经济市场稳步
复苏。
“魅力自贸港”产品涉及机票、旅游、
酒店、免税、复工复学等内容，涵盖航线广
泛，优惠幅度升级；
“ 随心飞”产品则紧抓
市场需求，结合系列利好政策，以超值定
价为旅客提供乘机权益，在国内航空市场
“随心飞”产品领域具有突破性，在市场上
收获了良好反响。

星期日

创造条件。
迟福林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为重点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在竞争中性、市场透明、
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标准等方面加强制度
安排，
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打造世界级卓越航空品牌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赋能
北京时间 11 月 12 日，航空业内
权威评估机构、全球航空公司与机
场服务领先调研机构 SKYTRAX，
揭晓了 2020 年 SKYTRAX 世界航
空大奖。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以优质
的 产 品 及 服 务 ，连 续 十 年 蝉 联
“SKYTRAX 五星航空公司”荣誉，
并保持“SKYTRAX 全球航空公司
TOP10”排名第七。
海南航空作为海航集团旗下
航 空 板 块 的 龙 头 企 业 ，一 直 秉 承
“东方待客之道”，从满足旅客深层
次需求出发，超越旅客期望，创造
全新的飞行体验，矢志不渝地夯实
安全基础、提升服务水平，打造了
享誉全球的世界卓越航空品牌。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建设海南自贸港成
为国家重大战略，也是海南省的新
使命，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是海南
今年的首要任务。作为海南沃土哺
育出来的本土企业，全面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海南航空责无旁贷。

2020 年 11 月 22 日

绿色出行理念，自 2008 年开展节能减排
以来，海南航空已累计节油 55.21 万吨，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约 173.92 万吨。在海南
省禁塑令发布以来，海南航空立即响应，
全面调研行业领先环保经验，在海南省生
态环境厅领导、专家的指导及帮助下，提
前完成机上、地面共计近 20 项替换产品
的替换方案；同时，今年 9 月 29 日起，海南
航空率先在海南出港的国内航班上全面
替换禁塑名录范围内的产品，预计每年将
投入逾 400 万元，每年减塑约 156 吨，提
前于法规要求 63 天，成为全国首家执行
海南禁塑法规的航空公司，以实际行动践
行低碳节约的绿色生活理念，全面助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在勇担绿色环保重任的同时，海南航
空还为受疫情影响导致运输与销售面临
较大压力的海南荔枝等农产品加强航空
货运运力配置，扩大运力规模，并以“直播
带货”形式实力带销当季荔枝鲜果。今年
5 月起，海南航空在海南陆续投放 40 余架
次宽体机运输海南荔枝，单趟货量可达
20 余吨，打通海南特色农产品航空物流
通道，助力海南农业复工复产，推进脱贫
攻坚。
创业 27 年来，海南航空作为改革开
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海南本土企业，始终
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
政策，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在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工
作部署和指导下，始终不忘初心，深耕海
南，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投入到海南
自贸港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在新的历史
机遇中，海航人将继续发挥“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五
星服务品质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旅客
出行，以海航“店小二”服务精神实践“真
情服务”理念，用实际行动投身海南自贸
港建设，促进海南省改革开放与经济发
展，成为连接世界与海南的东方之窗。
据海南日报

望海国际广场外景。
望海国际广场外景
。
（图片由望海国际广场提供）
（图片由望海国际广场提供
）

从海南第一百货到民生百
货，再到现在的望海国际广场（以
下简称望海国际）。作为海口“老
牌”的本土商场之一，望海国际陪
伴许多海口人、
“ 闯海人”走过 26
个春秋，已发展成为集离境退税
店、奢侈品商业街、购物百货、跨
境电商、全功能精装公寓于一体
的复合型城市商业综合体。其公
司先后被授予“金鼎百货店”
“全
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先进集体”
“中
国（行 业）十 大 创 新 品 牌 ”奖 项 、
“2020 行业影响力品牌”奖项、海南
省 企 业 100 强 、海 南 省 服 务 业 50
强、海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等多项
荣誉称号。
随着消费升级，人们的购物需
求越来越多样化，加之海南自贸
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历
史契机，望海国际在保留自身传
统核心经营理念的同时，也在不
断推陈出新，寻找实体商场发展的
新出路。

紧跟自贸港建设步伐
加速实体商场转型升级
近日，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先进集
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
广东省广州市召开。海南望海国际广场
获评“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先进集体”。
据了解，这是望海国际第二次获此称号。
望海国际是今年海南省唯一一家获
此荣誉的企业，望海国际相关负责人表
示，企业将继续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的
职业化、便利化、诚信化建设，为促进全
省经济提质增效、扩大消费、带动就业作
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开局之
年，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也
给我省带来了空前利好。跨境、免税政
策的放开，给望海国际带来了全新的挑
战和机遇。
望海国际顺应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
趋势，结合海南当前的市场情况，本地居
民及外地游客的购物需求，不断引进众
多国外一线品牌以及国内外知名品牌。
如今，在国际、国内市场均享有良好声

誉、被消费者广泛认可的品牌大都集中
在望海国际，实现了由经营品牌到品牌
经营的成功蜕变。
面对新兴商圈和电商的冲击，望海
国际逆势突围，探索商业模式的转型，创
新打造望海购物特色。近年来，望海国
际多种商业形式错位布局，逐渐形成了
以商业综合体为先锋、传统百货店为主
力、具备望海风格的独特商业模式。
在“体验式消费”大行其道的当下，
实体店的展示体验价值越来越被看重，
已成为实体商场突破发展瓶颈的有力武
器。未来，望海国际将逐步实现跨境电
商与实体商场的有机结合，为广大顾客
带来更方便、多样的购物新体验。

创新管理机制
不断提升优质服务
除重视企业品牌建设外，望海国际
还不断完善管理创新机制，努力提升优
质服务。望海国际每位新员工入职前都
要接受企业文化、服务礼仪知识等系统
性专业培训，以确保每位员工都能竭力
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此外，望海国际还推行“首问责任
制”
、礼仪“三步”
、一车一礼、先行赔付等
服务标准流程，在这一系列标准的实践
下，逐渐形成了望海国际服务营销的核
心竞争力，以服务与品质赢得市场。望
海国际先后推出免费提供商场信息、免
费急救医药箱、雨伞租借、母婴室等便民
服务，让顾客感到贴心、暖心。
服务好每一位顾客，以实际行动践
行“让百分之百的顾客,百分之百的满
意”的服务理念，已成为望海国际全体人
员的共识，尽管一些举措在实施中增加
了商场的运营成本，但也实实在在地让
顾客体验到了便捷、实惠的服务，亦成就
了企业，拉近了与顾客之间的距离。
商品和业态经营始终是望海国际产
生吸引力的强大磁场，环境和服务是望
海国际优化体验的主阵地，近年来，望海
国际在夯实服务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向
新奇体验、智能化、网络化运作方向发
展，为自贸港建设增添企业力量。
望海国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海
南望海国际广场将顺应自贸港的发展趋
势，优化品牌矩阵，以广大顾客的需求为
导向，多元化提升顾客购物体验。
据海南日报

2020 高培伙伴大会成功举办

潮生海之南 共建自贸港
近日，以“全速重构 草饲时代”为主
题的 2020 高培伙伴大会在海口观澜湖
度假酒店举办。
本次大会由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健集团）主办，海南
省商务厅、海口市商务局指导，海口综合
保税区支持。来自全国的 500 位国健集
团经销商合作伙伴，以及来自新西兰的
行业代表、专家共同参加了高培国际产
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
据了解，会议举办期间，通过实地参观产
业园，与会嘉宾全方位了解了国健集团
以实际行动深入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历程，以及国健集团携手全球伙伴共同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决心。
会上，海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
国健集团立足海南自贸港加速全球化
布局表示了肯定。他表示，国健集团在
推动海南对外贸易发展中树立了好的
榜样，希望国健集团能够继续积极扛起
海南总部经济企业的责任担当，为中国
母婴产业和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据了解，国健集团作为自贸港总部
经济企业，20 年来一直扎根海南，是自
贸港“走出去”的先锋军，积极参与海南
自贸港建设，助力开放型经济发展，与
自贸港建设同呼吸、共命运，同繁荣、共
发展。

一方面，在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
支持下，国健集团不断加快发展全球贸
易经济，在作为自贸港政策主要承接地
和先行先试“孵化器”的海口综合保税区
内建设高培国际产业园，主要用于拓展
高培产品线以及孵化、加速及引进跨境
电商企业，把产业园打造成辐射全球的
海南自贸港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新高地。
另一方面，随着离岛免税购物新政
落地，免税销售不断创新高，实现突破式
增长。在这一新政策刺激下，除了奢侈
品、彩妆等产品外，奶粉等母婴产品也备
受消费者关注。而 2015 年就已入驻免
税店的高培臻爱奶粉已连续 5 年成为免
税店畅销奶粉品牌，随着海南自贸港政
策红利的不断释放，高培作为免税店畅
销奶粉品牌，将借助免税渠道，打造成海
南自贸港国际品牌的一张名片。
国健集团总裁伍苏国表示，今年在
疫情的影响下，虽然众多行业都面临挑
战，但中国仍存在较大的市场潜力，借助
自贸港建设的新机遇，高培将进入新的
发展时期，也借此服务更多消费者。
此次参会行业代表普遍看好海南
自贸港前景，希望借助这次会议，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未来，
国健集团将积极联动社会各界的力量，
继续扛起建设海南自贸港的社会责任
与时代使命。
据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