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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作出的战略决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
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4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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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海南自身特点和独特优
势，擘画新时代海南发展的新蓝图，充分彰显中国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
当。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总体
方案》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
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
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
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
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自《总体方案》公布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
开，力争实现更多早期收获。“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等重大政策加快落地，制度创新创造多项全国第一，新
增市场主体、新设企业两项增长率全国居首，实际利用
外资额同比翻番，先导性项目滚动推进，监管和风险防
范水平持续提升。海南正蹄疾步稳，推动自贸港建设不
断取得新进展。

南充六队水库 蒙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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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在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
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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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便利

“1”-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

现代产业体系

“4”- 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

着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鼓励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应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

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国际一流
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

法治制度

制定实施有效措施，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风险

风险防控体系

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强化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
市场主体活力

投资自由便利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
由便利流动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在有效防控
涉外安全风险隐患的前提下，实行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创新安全制度设计，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6+1+4”制度设计

THE"6+1+4" POLICY FRAMEWORK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五自由便利和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



人才个人所得税最高 15％

鼓励类企业实施 15％企业所得税

企业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进口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进口生产原辅料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岛内居民购买的进境商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高至每年每人 10 万元并增加品种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2025 年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资本性支出可一次性税前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

展会境外展品进口和销售免税

对原产于海南或含进口料件加工增值超过 30％的货物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

允许进出海南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

对在“中国洋浦港”登记并从事国际运输的境内建造船舶给予出口退税

以“中国洋浦港”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加注保税油

建设“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

经“中国洋浦港”中转离境的货物试行启运港退税

在洋浦保税港区等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管理制度

允许境外理工农医大学及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学

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

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

跨境贸易和新型国际贸易银行真实性审核从事前审查转为事后核查

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

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特别清单

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政府采购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实施更加便利的免签入境政策

以薪酬水平为主要指标评估人力资源类别

对外籍人员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允许境外人员担任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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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船舶和飞机境外融资限制

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权下放海南

扩大跨境资产转让范围

优先支持企业境外上市

企业境外上市外汇登记直接到银行办理

建设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

支持境外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

支持设立财产险、人身险、再保险公司以及相互保险组织和自保公司

支持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医疗保险产品

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场所

非居民可以参与交易场所的交易和资金结算

发展场外衍生品业务

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

面向全球发行海南地方政府债券

开放增值电信业务

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

安全有序开放基础电信业务

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

扩大包括第五、第七航权在内的航权开放

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建设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

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

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

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

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授权海南对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林地、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进行审批

赋予行业组织更大自主权

立足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制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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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THE HIGHEST LEVEL OF 
OPENING-UP

立法引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已公开征求意见，海南将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

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或将被赋予更大立法空间和变通权

交流合作：
海南持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定期在海南举办
国际交往：
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设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在海南设立的首个领事机构

开放热土

 
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更自由”

全球舞台

07 08

海南将对标国际高水平的经贸规则，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引领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发展

“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海南实行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实施“一负三正”四张清单管理，落实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鼓励
类产业企业所得税“双 15”优惠政策，不断释放税收优惠的政策红利

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
贸易自由便利：
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海港、空港全覆盖，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
管理制度
投资自由便利：
海南创新设立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实施中国最高开放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资准入政策

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海南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创新试点，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规模累计已超 18 亿美元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海南已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并开放境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30 多项，认可境外职业资格
200 多项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海南将实施更加开放的航空、船舶运输政策，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第七航权”开放条件，建设“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海南将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制度框架下，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开放增值电信业务，安
全有序开放基础电信业务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制度集成创新：
海南先后发布 111 项制度创新案例，创造多项全国第一
极简审批：
自贸港 11 个重点园区中 10 个已实现极简审批全覆盖
人才服务：
海南自贸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启动运行
法治环境：
国际仲裁院、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相继建立，形成国际化的法治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打造成为

琼中鹦哥岭森林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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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打造成为

国际航空航运枢纽

LINK TO THE WORLD

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中心，将成为中国面向 RCEP 成员国开
放的最前沿

四小时飞行经济圈：
覆盖亚洲 21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 47% 的人口，所达经济体 GDP 约占世界的
30%
八小时飞行经济圈：
覆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 59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 67% 的人口，所达经济
体 GDP 约占世界的 41%

跃居区域中心与开放前沿

4 小时飞行经济圈

8 小时飞行经济圈

海南将建成以海口、三亚、琼海等机场为核心，其他机场和通用机场为补充的综合机场体系。初步构建起海
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等五大天然深水良港“四方五港”格局，将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港口群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海口被国家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美兰国际机场已连续 3 年蝉联“SKYTRAX 五星级机场”，到
2025 年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350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40 万吨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海南以密集的海上航线联通国际贸易主航道，基本形成覆盖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内贸航线网络及连接东
南亚、辐射亚欧的外贸航线布局

国际枢纽海港：
国际枢纽海港⸺洋浦港是海南天然条件最好的深水港，全年可作业 350 天，将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
集装箱枢纽港

09 10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

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



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

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

琼中天池

11 12

陵水分界洲岛

绿水青山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森林覆盖率 62.1%

BLUE SEA AND BLUE SKY 碧海蓝天

黄金纬度
位于北纬 18°线的黄金纬度，是中国独一
无二的热带岛屿省份，光照充足，长夏无冬
全年日照时长 1780-2600 小时
年平均气温 22.5-25.6℃

拍摄：梁敏波

棋子湾石林

许凯迪《棋子篮涛声》

昌江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拍
摄
者
︓
宋
珍
琴
韵
安
杰

文昌淇水湾

王全文  九架云雾

天然氧吧
空气质量全国第一，温泉密度居全国之首
空气质量优良率 97.5%

清洁能源岛
2030 年全岛将基本实现清洁能源化
2025 年前实现碳达峰，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最美的陆·最蓝的海

海岸线总长 1944 公里 , 大小港湾 68 个

中国最美十大海岛
中国最美八大海岸
中国最美十大森林

⸺《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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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产业体系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海南自由贸易港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国际旅游
免税购物

会展经济
商贸服务
国际金融
国际教育

医疗健康
专业服务
运输服务

粮食作物                      热带经济作物 
常年 / 冬季瓜菜         特色畜禽      
热带水果                      海洋渔业

海南将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和平台，加快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现代化产业体系，谱写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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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航拍

三亚海棠湾 海口秀英港 文昌航天发射场 琼中什运梯田

三新：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
三未：南繁产业、深海产业、航天产业
三优：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端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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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旅游业

国际旅游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17 18

发展基础
作为海南的支柱和王牌产业，旅游业 2020 年实现总收入 872.86 亿元人民币。海南接待游客总人数
6455.09 万人次，是疫情下旅游恢复情况最好地区之一

实施更加开放的免签入境政策
海南自贸港在内地现行的外国人免签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停留时间、扩大免签入境事由范围、放宽入境渠道，2019
年海南省共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 284 万人次

最开放的文化准入政策
海南将探索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目前，已出台多项政策允许外商以独资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形式参与文化旅游建
设，文化领域外资准入政策进一步放宽

全国首个进口旅游营运交通工具“零关税”省份
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航空企业须以海南自
由贸易港为主运营基地），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
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度假休闲：主题公园、环岛旅游公路驿站、国际度假酒店等
康养旅游：中医药养生、康复技术、森林康养等
邮轮游艇：邮轮旅游、游艇旅游等
文体旅游：电影电视、文化演艺、电子竞技、体育赛事等

免签入境政策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法》

离岛免税政策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

政策原文 政策原文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岛屿，有最好的阳光和沙滩，还有丰富独特的文化、高尔夫球和免税店！
海南有望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WTTC) 总裁大卫 · 斯克斯尔

INTERNATIONAL 
TOURISM

酒店设施建设完备：
海南省品牌酒店共有 279 家，其中奢华型酒店 82 家、高级型酒店 74 家；全省共有星级饭店
123 家，其中五星级 25 家、四星级 38 家。全球顶尖酒店管理集团旗下顶级酒店纷纷入驻

精品景区布局完善：

全省共有 6 家 5A 级景区，已建成亚特兰蒂斯、海昌不夜城等知名乐园，大型主题乐园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

邮轮游艇设施健全：
三亚凤凰岛邮轮港自 2006 年开航至今，共接待邮轮 1027 艘次，接待进出港游客 131 万人次。海
南已建成游艇码头 15 个、泊位 2436 个，2020 年出海游艇数量超 10 万艘次，游客超 75 万人次

文体旅游品牌形成：
举办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等 17 项国际性品牌
赛事，多次举办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文化活动

支持政策链接

重点领域

政策优势

开放免签国家 延长停留期限 拓展免签入境渠道 扩大免签入境事由

59 个 30 天 自行申报、通过单位邀请接待 商贸、访问、探亲、就医、会展、体育竞技等

文艺演出限制放宽

开放境外影视播放 播放境外电视节目受限 允许旅游酒店经许可接收国家批准落地的境外电视频道

不允许设立外商投资的
文艺表演团体

允许设立中方控股的外资文艺表演团体，申请材料上报所在
地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即可

政策利好 内地非自贸区域 海南自贸港

政策利好 海南自贸港

免征进口税费 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为零

内地非自贸区域

关税多为 10%-30%，增值税多为 13%



会展经济 ⸺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

离岛免税蓬勃生长：
自从2020 年 7 月实施离岛免税新政以来，海南成为新的购物天堂，2020年海南省离岛免税店销售金额达 327 亿元人民币

会展经济效应稳步提升：
“十三五”前四年，海南省会展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6%。海南自贸港背景下会展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批境内外有影响力

的会展业市场主体踊跃来琼办会办展

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BFA）是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
址国际组织，由 29 个成员国共同发起，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定于 4 月 18 日 -2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年会将设置六大板块议题，
包括“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革”、“与新
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展会由商务部与海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承办，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定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10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举办，展
会围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位，集聚全球消费领域资源，打造多业态、多品类高端的交
易平台

全国唯一的离岛免税政策
海南是世界上第四个离岛免税区，不用出国出境就能享受免税购物，商品价格和品类在全国零售行业占绝对优势，已成为
全球免税消费的重要市场

免税商场／高端百货／品牌旗舰店／体验店

展示交易／峰会论坛

旅游业

免税购物

DUTY FREE 
SHOPP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国际顶级购物天堂

19 20

发展基础

重点领域

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品牌入驻区域
海口观澜湖免税城／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城／三亚海旅免税城／琼海博鳌免税店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等

发展基础

离岛免税经营者纷纷入局：海南省现已发放多张离
岛免税经营牌照，中国中免、海南旅投、海发控、中出
服、深圳免税等企业已获得牌照

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三亚海棠湾国际购物
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商业面积达 7.2 万平方米，300 余个
国际知名品牌均已入驻

国家级展会“三税”全免政策
为推动海南自贸港发展会展经济，开展国际交流，国家正研究出台对国家级展会的境外展品在展期内进口和销售的免税
政策，对展会进口展品免除进口展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政策优势

仅进博会（从第三届起）、服贸会
享受“三税”全免政策

国家级展会境外展品在展期内进口享受“三税”全免政策展会免税政策

政策利好 内地非自贸区域 海南自贸港

政策受众客群最广

免税购物额度开放 每年每人 10 万元人民币，不限次 海南免税购物额度为出境购物免税额度的 20 倍，且不限次数

涵盖高客单价产品 45 种（含电子产品、酒类等） 相比出境市内免税、归国人员免税等其他免税形式对部分品类
的限制，海南免税购物已涵盖酒类、电子产品等商品

面向年满 16 岁的离岛国内外
旅客或离岛海南居民

相比出境市内免税、归国人员免税等其他免税形式，海南可
覆盖离岛的国内外旅客和离岛的海南居民，且不需离境

政策利好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政策优势

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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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政策优势



项目选址江东新区临空产业园，用地规模 3100 亩，一期建设 120 万平方米，规划一带一路精品馆、全球消费精品港、品类
集聚区和国家会展中心

现代服务业

商贸服务

BOUTIQUE 
TRADE

⸺全球消费精品中心

21 22

项目规划

本项目为全球优质消费精品提供政策最优、功能最全、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世界级展贸交易平台，满足全球消费精品企
业和品牌展示交易需求，打造全球消费精品常年展示订货窗口和时尚发布平台，实现向“全球买、全球卖”的升级目标

产业功能

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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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   遇见未来
四流汇聚

货流 信息流资金流客流

②

③ ⑤

④
①

① 长展短展相结合

② 批发零售相结合 ④ 贸易旅游相结合

③ 线上线下相结合 ⑤ 内外贸结合

五个
结合

②

③

①
① 保税展示 ② 批发交易

③ 免税零售

3大
主线业务

全球消费精品中心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旗舰项目，按照“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实现“客流、货流、资金流、信息
流”四流汇聚，及“保税展示、批发交易、免税零售”三大功能



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现代金融 ⸺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新前沿

国务院、海南自贸港陆续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国家赋予先行区的九条优惠措施》、《关于支持建设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等多项医疗健康领域先行先试政策，截至 2021 年 3 月 , 海南进口特许药械品种首
例突破 130 例，为医疗健康企业打造我国最开放的发展环境

临床治疗
健康疗养
医药研究
临床试验

医疗健康

MEDICAL 
HEALTH

MODERN 
FINANCE

⸺世界水平的健康岛

政策优势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海南在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融资租赁产业培育、金融要素市场建设等多个
方面实现了新突破，金融开放能力不断增强

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不断加速，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机构陆续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意见》等诸多相关支持政策，为海南的金融开放提供了政策基础和保障

发展基础

政策优势

《国家赋予先行区的九条优惠措施》 《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
政策原文 政策原文

支持政策链接

23 24

海南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 ) 上线
海南洋浦“全球贸易商计划”
海南飞机、船舶融资租赁“首单”走通
海南自贸港事后审核离岸贸易业务“首单”完成

海南国际清算所完成首批增资扩股
海南新型离岸转手业务“首单”走通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批准开业
······

跨境金融
离岸金融
融资租赁
专业性保险服务
要素交易市场
资产管理
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科技

政策类别 内地非自贸区域 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

特许经营

开放医疗保险业务 设立健康险的合资保险公司
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1%

支持保险金融机构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医疗
保险产品，取消健康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特许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放开 干细胞临床试验受阻
我国首个《干细胞医疗技术准入与临床研究及转

化应用管理办法》发布，允许申报干细胞临床研究
等前沿医疗技术研究项目

特许医疗 
药械进口限制放宽 需药监局监管，在国内进行临

床实验，耗费 2-3 年时间
国外上市国内未上市药品、医疗器械在园区医疗

机构使用

检疫要求放宽 需先检疫后才能使用 低风险类特殊物品实施“先入仓，后检疫”

外资医疗机构设立 外资最高股权限制 70%
逐步取消合资或合作医疗机构的境外资本股权比
例限制，逐步放开境外资本在先行区设立独资医

疗机构

特许国际交流 引进外资医学院校 限制外资医学院校办学、
医疗科研机构设立 推动先行区与世界知名医学院联合设立医学院校

政策类别

跨境投资方面

放开企业资本金使用范围：取消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境内股权投资限制

全国率先试行境内公司境外上市登记下放银行办理：自贸港内公司境外上市登记、变更登记
和注销登记可直接在银行办理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准入门槛全国最低：对企业登记注册不设最低准入门槛，对内外
资实行无差别待遇
获批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海南省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 境外投资
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已正式印发，试点额度为 50 亿美元
允许境内信贷资产对外转让：允许省内机构开展包括银行不良贷款和银行贸易融资资产在内
的境内信贷资产对外转让业务

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部分）

跨境贸易方面

取消非金融企业外债逐笔登记：省内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可按照便利化登记程序向外汇局
申请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可在登记金额内自行借入外债资金，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提供优化单证审核、特殊退汇业务免于事前登记、货物贸易对
外付汇时免于办理进口报关单核验手续等便利化措施

跨境融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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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              南               岛

海口江东新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亚中央商务区

海              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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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

结合《海南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等多项制度文件出台，海南
自贸港已在专业服务业企业设立、业务经营、人员执业等多方面形成开放利好

专业服务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专业服务业对外开放高地

政策优势
海南正加快推进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2018 年 4 月 13 日以来，依托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三亚崖州湾科教城、
江东国际教育新区等教育重点园区，累计签约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 36 所，51 所国内外知名中小学及幼儿园招生开学

发展基础

政策优势

现代服务业

企业设立与业务经营

专业服务业人员执业
对境外人员开放职业资格考试：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
（试行）》对境外人员开放近四十余项职业考试

对境外职业资格实行单向认可：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执业管理办法（试行）》予以认

可的职业资格涉及 2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共 200 多项

政策原文 资格清单 政策原文 资格清单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国际仲裁机构
市场调查公司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国内知名高校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独立办学
国内外知名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世界知名国际学校

重点领域

25 26

国内外知名高校齐聚
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 - 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在海南独立办学，南开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与国外知名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上海交通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研究生层次学生培养

全球优质基础教育机构落位
海口哈罗学校已招生开学，德威公学、威雅公学等国际学校项目正稳步推进

允许境外高校独立办学：
海南是目前内地唯一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和
职业院校独立办学的区域

国内首创最简化的办学审批流程：
教育部和海南省开展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部省联
合审批

教育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海南省教育厅
《引进知名高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政策原文 政策原文

支持政策链接

海口

三亚

企业类别 设立要求 内地非自贸区域 海南自贸港

15 名 10 名

60 名 40 名

65 周岁以下 70 周岁以下

不允许设立 允许设立

不允许设立 允许设立

律师事务所

特殊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

20 名 10 名

1000 万人民币 100 万人民币

不允许 允许

设立最少合伙人人数限制

设立最少注册会计师人数限制

合伙人年龄最大限制

个人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设立

公司制律师事务所设立

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最少资产

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最少合伙人人数限制

注册会计师等其他专业人员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不允许 可互派律师、联营

市场调查公司 限于合资 可以独资

国际仲裁机构 通常不允许 支持设立

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所合作

外国市场调查公司在我国设立

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设立

⸺国际教育创新岛

现代服务业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规划图

海              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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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

运输服务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面向全球的国际航运航空枢纽

政策优势

⸺航空运输
中国最开放的“天空特区”
海南自贸港试点开放客运和货运第七航权、客运中途分程权，是我国民航首次同时试点开放客运和货运第七航权，海南已
经形成我国最开放的“天空特区”

进出航班均可加注全国最低价格保税航油
海南扩大保税航油加注范围，允许所有进出岛客货航班加注保税航油，且保税航油价格达到全国最低

示例 1：以某航司执飞以海南为起飞或降落地的境内航线为例，允许所有进出岛客货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出台后，将可以加注保税
航油，降低约 13% 的燃油成本

示例：某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以洋浦作为中转港，单次加注 300 吨保税油，每吨平均节省 1691 元人民币，单次加注共节省
50.7 万元人民币左右

示例：以海关 HS 编码为 89039100 的游艇为例，假设其价格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左右

示例 2：以某航司在海南年加注保税航油 40 万吨为例，海南目前内贸航油进销差价每吨下降 50 元人民币，保税航油综合服务费每吨
下降 100 美元，年降低成本约 2.8 亿元人民币

示例：以某航司购置湾流 G280 公务机为例，市场价格约为 1.6 亿元人民币，空载重量约为 13 吨左右

⸺船舶运输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带来国际船舶业务开展便利

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取消船舶登记主体外资股比限制，允许境内建造的船舶在“中国洋浦港”登记并从事国际运输
和港澳台运输业务，可实行退税优惠等政策

船舶企业燃料油加注极具成本优势
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其加注本航次所需的保税油；对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
所需的本地生产燃料油，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船舶、游艇、维修用材等进口“零关税”
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的船舶、游艇，及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原辅料清单》的耗
材等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示例：海南开放第七航权后，A 国航司可执飞海南与开放第七航权的 B 国间航线

航空运输
航空维修
船舶运输
仓储物流
公务机及游艇

重点领域推荐投资区域

洋浦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港

金牌港

清澜港

琼海博鳌国际机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八所港

三亚港 

A国
A国航司

B国海南

航空器、航材等进口“零关税”
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的航空器，及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原辅料清单》的航空维修
所需材料等耗材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关税

进口增值税 

内地其他地区 海南自贸港

1.664亿元*13%=2163.2万元

1.6亿元*4%=640万元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关税

进口消费税

进口增值税 

内地其他地区 海南自贸港

1080万元*10%/90%=120万元

1200万元*13%=156万元

1000万元*8%=80万元

政策利好 海南自贸港

取消限制

境内船舶退税

申请主体限制

境内建造的船舶在洋浦港登记可享受退税

启运港退税政策 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办理时间缩减至 3-5 天左右

内地非自贸区域

公司中方出资额不得低于 50%

-

出口退税需 30 天

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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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 仅 进 口 环 节 可
节约356万元，降
低成本35.6%）

0元 （仅进口环节可节约
2803万元左右，降
低成本17.5%左右）



育种科研的极佳自然条件优势
海南“光温水”资源优势突出，其冬春季节气候温暖的优势条件可使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周期缩短 1/3 甚至
1/2，拥有国家海南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面积约 26.8 万亩，现已成为中国种业新品种选育的知名“孵化器”
和“加速器”

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
三亚深海科技城距深海水域仅 200 公里，2 天内便可往返，适合深入开展南海油气资源、可燃冰、生物资源等深海科研工
作，拥有发展深海科技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汇集诸多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国家级顶尖海洋科研机构，以及招商局集团、中国船舶
集团等龙头企业已纷纷落户

多次承担重要深海科考任务
2016 年 8 月，“探索一号”科考船于首次航行中，在万米海底获取超过 100 升水样，是中国深海设备首次获得万米海水水
样，在国际同等或类似装备上也尚无先例
2018 年 10 月，“探索一号”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深海科考，从深海装备与技术、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方向，共完成了 87 个
站位和 504 公里测深测线作业，成功创下多个 " 首次 "，证明了我国引领世界深海深渊的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实力
2020 年 10 月，“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万米海试，创造了 10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种业知识产权高地
海南进一步强化新品种鉴定，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打造种业知识产权特区，为种业科技提供完善的科研创新环境

落实种业开放，下放种质进口审批权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权限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下发至海南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海南将建成安全、高效、便捷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服务体系，促进全球种质高效引入，建立种质引入安全
通道，打造种质资源中枢服务平台。同时海南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天然宝库和资源基地，将带来种
类繁多的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

种业科技领域全球最顶尖科研资源
海南现已集聚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 700 多家机构的 7000 多名科研人员，吸引了袁隆平、吴明珠等一批院士
科学家扎根，汇集了世界领先的种业巨头企业布局，并开展作物的种业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种子鉴定和生
产推广等，为种业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南南繁育种取得显著成绩，全国已经育成的 28500 多个农作物品种中，70% 以上经过南繁基地的培育。以水稻为例，南
繁杂交水稻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 60% 以上，累计增收稻谷 5 亿吨

母港位于三亚，在马里亚纳海沟 10909 米深处成功坐底，
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母港位于三亚，中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是继“蛟龙
号”后中国深海装备的又一里程碑

打造国防行业舰船深远海科研试验及综合服务保障基
地，形成南海方向高端海洋装备产业集群

两个基地：海上装备体系综合试验基地、舰船维修保
障基地
两个平台：海洋装备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平台、科技创
新与国际合作平台

南繁产业

SEED 
TECHNOLOGY

⸺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南繁硅谷

高新技术产业

深海产业 ⸺深海科技创新高地

DEEP SEA 
INDUSTRY

发展基础

发展基础

核心优势

政策优势

资格清单

南繁科研及服务
种业科技创新
种质资源鉴定与存储
种业贸易交易
知识产权交易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深海科考服务
深远海探测
海洋工程装备
海洋遥感
海洋资源勘探及开发利用
海洋生态保护和利用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29 30

深海科技城

陵水安马洋
乐东抱孔洋

南繁科技城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南海深远海科研试验及综合保障基地

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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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

航天产业

AEROSPACE 
INDUSTRY

⸺中国航天国际合作重要平台

高新技术产业

数字经济 ⸺全球自由贸易港智慧标杆

DIGITAL 
ECONOMY

31 32

文昌国际航天城

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

海南生态软件园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发展基础 发展基础

发展机遇
核心优势

国内唯一近赤傍海的卫星发射区域
海南作为我国最南端的省级行政区，具有低纬度、滨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可为航天发射带来燃料消耗减少、残骸坠落安全
性增加、运输便利性提高等多重利好

诸多航天产业专业机构汇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海南分院等我国诸多航天产业专业机构已经落位文昌

持续承担国家重大卫星发射任务
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由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升空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首次执行自主火星探测任务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首个实施无人月面取样返回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搭载发
射升空

文昌航天发射场被誉为“中国最年轻
的卫星发射中心”，同时也是五个发射
中心中唯一一个滨海低纬度发射场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项目是我国首个
航天超算项目，未来将建成以航空
航天为核心的性能计算服务平台

接收 30 颗国内外卫星数据，使我国陆
地观测卫星数据直接获取能力首次延
伸到南部海疆，解决了我国南海及周边
区域长期缺乏遥感卫星数据的状况

文昌航天发射场 航天超算中心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三亚站

航天高端装备制造
卫星研制及应用
航天大数据
商业航天服务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互联网
大数据
区块链
人工智能
信息安全
电子竞技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国际海底光缆及国际通信出入口局
海南 - 香港国际海缆成功登陆文昌，成为全省首条国际海缆，文昌登陆点和登陆站、海口国际通信出入口局
配套建设已顺利完工

建设国际信息通信开放试验区
进一步提升海南全光网服务能力，前沿部署国
际通信服务设施，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构建云边协同一体化计算设施，提升海南“陆海
空天”一体化综合服务能级

打造精细智能社会治理样板区
构建数字孪生治理体系，实现全岛人流物流资
金流等全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规建管”一体
化高效协同，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和生态治理水
平

创建国际旅游消费智能体验岛
强化基于大数据的旅游综合服务市场监管，拓展
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融合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体
验，前沿探索发展国际化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
慧康养等高端服务业

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聚焦推动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外向型高端服务业，做优做强数字
新产业，推动离岸创业创新和数据跨境服务，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开放增值电信业务，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限制
海南将扩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放，开放增值电信业务，并将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限制，允许开展在线数据处
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等，为境内外企业提供广阔投资空间

建设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
海南将建设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的先行先试，探索区块链产业
发展路径

至2025年底打造
“数字孪生第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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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

石油化工新材料

NEW PETROCHEMICAL 
MATERIALS

⸺千亿级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高新技术产业

节能环保 ⸺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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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经济开发区

东方临港产业园

临高金牌港开发区

发展基础

政策优势

海南拥有全国 1/3 油气资源总储量：
天然气、石油资源丰富，占全国油气资源总储量的 1/3 以上，拥有 3 个天然气富足区，天然气资源量 12 万亿
立方米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国内第二大商业石油储备基地：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国家唯一石化产品类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非洲、中东油气进入中国首个产业节点。
洋浦港已建成千万吨炼油、160 万吨 PX 、210 万吨 PTA 等项目，配套千万吨级油气商业储备能力，是我国第
二大商业石油储备基地

海南节能环保政府采购占比大幅增长
海南省深化政府采购改革，扩大绿色产品政府采购范围，节能环保双强制采购占比由政策实施前的 6.5% 大
幅增长至目前的 50%

海南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示范基地
海南出台《海南省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 )》，快速推动形成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
能力，保障禁塑需求，努力建成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示范基地

海南力争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清洁能源产业需求巨大
海南省力争在 2025 年前实现碳达峰、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未来将加快构建以清洁电力和天然气为主体、
可再生能源为补充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清洁能源相关产业需求巨大

海南未来将推动能源市场化运作
海南将推动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天然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电站、油气管网、电网等
能源项目投资业主

石油天然气原辅料“零关税”
海南对于石油化工领域用于生产自用、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活动或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服务贸易过程中所
消耗的原辅料，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推动外资石油仓储便利化
海南将进一步优化能源供应体系，加强油气供应保障，推进油气储运设施投资便利化，推动外资企业以独资或合资形式建
设石油仓储设施，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投资建设 LNG 接收站和储气设施

政策利好 海南自贸港

进口增值税为 0%
进口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

的油类免征税费

进口石油原油免征税费

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为 0%，
进口消费税 0 元人民币 / 升

内地非自贸区域

进口增值税 13%
进口最惠国关税 6%，进口增值税 13%

进口消费税 1.2 元人民币 / 升

高性能合成树脂
特种工程塑料
高性能纤维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装备制造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海南（昌江）清洁能源产业园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绿色建筑
全生物降解塑料
节能环保咨询服务
节能环保设施设备建设及运营管理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合同环境服务
节能环保贸易及金融服务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新能源汽车制造
智能汽车制造
核电产业
新能源发电
氢能产业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石油天然气原辅料“零关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支持政策链接

推动外资建设仓储设施：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海南能源综合改革方案》

政策原文政策原文

发展基础

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
CLEAN ENERGY

发展优势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

澄迈老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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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医药

MODERN 
MEDICINE

⸺全国重要新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

高端食品加工

HIGH END FOOD 
PROCESSING

⸺中国高端食品加工新蓝海

高新技术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热带特色农业王牌

HIGH EFFICIENCY AGRICULTURE 
WITH TROP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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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

海南拥有独特丰富的医药资源禀赋
海南素有“天然药库”、“南药之乡”之称，药用植物多达 3080 种，同时依托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生物医药原料品类大幅增加

海南具有医药创新研发、生产的产业基础
海南本地药企在 A 股市场上已形成重要的“海南医药板块”，汇集国内多家知名药企生产基地，极具医药研
发、生产基础

发展热带农业最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
海南热带农业资源禀赋独特，其热带土地面积占全国热带土地面积的 42.5%，年均气温 22.5-25.6℃，年光照
时数 1780-2600 小时，年均降雨量 1600 毫米，是热带农业作物最完美的生长环境

坐拥丰富的热带农业物产资源
全球 1100 余种野生稻海南种植 700 余种，热带经济作物以橡胶、椰子、槟榔“三棵树”为主，并种植菠萝、荔
枝、芒果、西瓜、杨桃、菠萝蜜、红毛丹、火龙果等热带水果与 120 多种蔬菜，也是动植物药材“天然药库”和发
展热带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

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网络初步形成
海南未来将建设成为全球热带农业中心，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已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16 个国
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建设热带农业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热带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等国际合作平台
41 个，基本构建形成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网络

开放的热带农产品全球贸易交易格局
海南每年可销往世界各地的鲜活热带农产品近 1000 万吨，已建有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将逐步探索橡
胶、槟榔、椰子、咖啡、热带花卉、文昌鸡、金鲳鱼等热带农产品交易业务，同时以外币计价，人民币结算

热带农产品加工成本大幅降低
加工生产设备、原辅料“零关税”：岛内进口生产自用的生
产设备及所消耗的原辅料，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将大幅降低热带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加工、芳香
产品加工等生产成本

新型生物制药
高端医疗器械

中药现代化
化学药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发展基础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海南食品原料资源丰富
海南拥有丰富的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瓜菜资源，为农副产品加工提供
本地资源基础

“加工增值”税收政策为高附加值企业带来利好
对高端食品加工等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超过 30%（含）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
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将在洋浦保税港区等特
殊区域率先实行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特色休闲食品加工

重点领域
粮食作物
特色畜禽

热带经济作物
热带水果

常年 / 冬季瓜菜
海洋渔业

海口江东新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口综合保税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重点领域 推荐投资区域

发展基础

政策优势

进口环节消费税 0%
进口综合税率 17.7%

最惠
税率

普通
税率

自贸港
税率

—政策预期举例—

鲜冷牛肉

天然蜂蜜

毛燕燕窝

可可脂

砂糖

20% 70%

15% 80%

25% 80%

22% 70%

15% 125%

0%

—以企业进口农产品干燥器为例—

“零关税”进口企业自用农产品干燥器免征：
进口增值税、进口关税、消费税

原农产品干燥器在进口环节需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1）：
进口最惠国关税 8%
进口环节增值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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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辅料、生产设备“零关税”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除禁止进口的商品外，海南实行“一负三正”“零关税”清单管理，对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进口原辅料、企业自用生产设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
值税和消费税，将大幅降低食品加工企业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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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全省土地面积 3.54 万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 200 万平方公里，

全省辖 4 个地级市、5 个县级市、4 个县、6 个自治县。

海南自贸港同步挂牌 11 个重点园区，

作为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主要承接地和先行先试的“孵化器”

海南自由贸易港
HAINAN FREE TRADE PORT

① 
⑩  

⑤ ⑪  
④ 

③

②

⑨

⑦⑥ 

⑧ 
①  

海南最大海洋渔业中心 

世界长寿之乡

海南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

开放性、国际化的世界级航天城

海南都市农业发展区、
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
区域新兴产业协同集聚地

全国最大的南药生产基地

国际医疗旅游与会议会展中心

全国健康城市、体育旅游中心

世界级冲浪胜地、南国天然药库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热带雨林温泉之都

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山海互动文旅融合聚集区

能源和重化工业基地

中国唯一的热带雨林旅游城市

中国黎族舞蹈之乡中国芒果之乡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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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 11 大重点园区
①  洋浦经济开发区（含东方临港产业园、临高金牌港开发区）

②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③  海口江东新区

④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含观澜湖旅游园区）

⑤  海口综合保税区

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⑦  三亚中央商务区

⑧  文昌国际航天城

⑨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⑩  海南生态软件园

⑪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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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经济开发区

YANGP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重点园区

招商重点 园区直通
先进制造产业
港航物流贸易
能源化工产业

洋浦政务 洋浦招商

招商重点 园区直通
临床治疗
专业康复
医学研发
综合配套

乐城发布 乐城服务 官方网站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BOAO LECHE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TOURISM PILOT ZONE

功能分区
东方临港产业园、临高金牌港临港产业园纳入洋浦经济开发区统一管理，形成三位一体的开发园区新格局

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高端制造、港口
物流三大产业，配套东部城市功能生
活区

重点发展精细化工、生物化工、能源
储备、航运贸易、快递物流业等

以建筑材料部件研发制造为主导，打
造全产业链规划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拥有东亚和东南亚国际海运主航线
中心的深水良港，已开通内外贸航线
33 条，全年可作业天数 300 天以上，
已建成码头泊位 45 个，形成货种齐
全、吨位齐全的码头群

2020 年共计完成新型离岸国际贸易
收支额约 11.35 亿美元，为海南省
2019 年全年收支付总额的 7 倍有
余，吸引头部贸易企业纷纷落户，头
部贸易企业集聚初见成效

园区名片 园区名片

特色优势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国务院 1992 年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7 年获国务院批准在区内设立洋浦保税港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已成为海南工业发展龙头和对外开
放高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试点发展特许医疗、健康管理、照护康复、医美抗
衰等国际医疗旅游相关产业，旨在聚集国际高端医疗旅游服务和国际前沿医药科技成果，创建国际化医疗技术服务产业
聚集区

39% 45% 78%

工业总产值占
全省总量 39%

进出口总值占
全省总量 45%

外贸货物吞吐
量占全省 78%

基于“国九条”中特许医疗政策进口
特许药械品种突破 130 例，首个全球
同步应用创新药品落地

试点 3 个品种在乐城开展真实数据
研究，乐城成为内地唯一的“真实世
界数据运用”的先行区

建设了国家级教育科研交流基地与
全球 20 多家跨国医疗药械厂商合
作，打造了“永不落幕”药械展

特色优势

功能分区

主要承载国家级新的医疗机构集聚
地、尖端医学技术研发和转化基地和
国际医学交流中心

主要承载国际著名医疗机构在中国
的展示窗口和后续治疗中心，以及国
际标准的健康体检中心

主要承载中医特色医疗康复中心

尖端医学研发技术转换基地组团 综合医疗枢纽组团 中医康养组团

主要承载特色明显、技术先进的临床
医学中心，以及罕见病临床医学中心

结合现状已建医疗机构，提升和打造
特色明显、技术先进的临床医学中心

配套休闲疗养设施，构建服务先行
区和博鳌亚洲论坛相关功能的历史
文化特色疗养区域

北部综合医疗组团 南部综合医疗组团 乐城岛医养组团

海南自贸港唯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海南自贸港唯一国家进口肉类和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唯一石化产品类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国家首批绿色园区

特色明显、技术先进的临床医学中心
中医特色医疗康复中心
国际标准的健康体检中心
国际著名医疗机构在中国的展示窗口和后续治疗中心
罕见病临床医学中心
国际医学交流中心

国际天然良港 离岸新型国际贸易先行区 全省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龙头

洋浦经济开发区 东方临港产业园 临高金牌港临港产业园

初步实现国际药械同步使用 “真实世界数据运用”先行区 实现最广泛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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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

HAIKOU JIANGDONG 
NEW DISTRICT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HAIKOU NATIONAL HIGH 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海口综合保税区

HAIKOU INTEGRATED FREE 
TRADE ZONE

重点园区 重点园区

招商重点 园区直通
总部经济：离岸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结算、要素交易等
临空经济：航空运输、融资租赁、公务机、航空维修、仓储物流、
                      跨境商贸、临空加工制造等
服务经济：专业服务、数字经济、文创设计、国际教育等

功能分区
海口江东新区将形成“一港双心四组团”的空间结构，分为六大板块

自贸港最大门户枢纽机场，年航班起
降 24 万架次，运输旅客 3247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40.4 万吨
连续三年 SKYTRAX 五星级机场
ASQ 亚太区最佳机场

江东新区临空产业重要引擎项目，将
打造国内维修深度最大、综合能力最
强的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自贸港首个交易额突破 1000 亿
元人民币的交易场所，将打造面向
亚太、东南亚，服务全球的能源交
易平台

园区名片

特色优势

海口江东新区是 2018 年海南省委、省政府规划建设的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海南自贸港
12 大先导项目之一，位于海口市东海岸区域，总面积约 298 平方公里，未来江东新区将建设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
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美兰国际机场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江东新区起步区 海口临空经济区 离岸创新创业组团

国际文化交往组团

国际综合服务组团

国际高教科研组团

突出国际都市功能，重点培育大型企
业区域总部，塑造展示江东新区国际
都市形象的对外窗口，打造全球领先
的生态 CBD

自贸江东官方小程序江东新区官方公众号江东 e企惠

招商重点
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高端食品加工／高端低碳制造业／总部经济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园区名片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也是海南自贸港 11 个重点园区中唯一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三大主导产业的园区。已注册企业有 40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155 家，约占全省 15%

功能分区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海马工业园 云龙产业园 药谷工业园

狮子岭工业园 观澜湖旅游园区 海口西海岸总部经济区

功能分区
免税品仓储分拨中心 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 先进制造业基地 区域性功能性总部

进境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区域性国际物流配送中心 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制造基地

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海南省、海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体承载区 / 海南医药研发孵化的策源地

园区名片

海口综合保税区是海南目前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   海南省唯一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园区直通

投资高新公众号

招商重点
免税产业 / 商贸物流产业
保税加工产业 / 先进制造产业
租赁产业

园区直通

海口国家高新区官网

以美兰国际机场为核心，着力发展门
户枢纽带动、自贸政策引领下的临空
经济，打造成为最开放的自贸港区、
最活力的航空都市

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海南自贸港链接全球的国际化城市枢纽
全球领先的生态 CBD
面向泛南海国际贸易的航运枢纽

海口综合保税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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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SANYA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三亚中央商务区

SANYA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重点园区

招商重点 园区直通
种业科技    海洋科技    生物科技    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    教育产业    保税加工    空天信息

招商重点 园区直通
总部经济     金融服务     现代商贸
邮轮游艇     专业服务     休闲文化

功能分区

园区名片 园区名片

特色优势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部，未来将重点打造以南山港、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科教城和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构成的“一港、三城、一基地”，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三亚特色、高点定位”为构架，致力于建设成为
陆海统筹、开放创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色节能的先导科技新城

三亚中央商务区是海南自贸港 12 大先导项目之一，位于大三亚湾核心主城区，未来将构建以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现代
商贸、邮轮游艇为主导，以专业服务与休闲文化为支撑的“4+2”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致力于建设成为国际化区域总部经
济及中央商务集聚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

国内最早的专用邮轮码头，拥有 1 个
8 万吨泊位，开通首条西沙航线，具
备国内全年最长适航期条件，是首批
邮轮海上游试点城市

打造世界一流的游艇旅游消费中心、
国际知名的游艇展示交易中心，加快
推进南边海游艇公共泊位、三亚国际
游艇荟、超级游艇保障基地项目

借助自贸港跨境投融资政策、税收政
策及专业服务优势，吸引全球头部
PE、VC、资产管理机构、家族办公室
落地，打造“东方迈阿密”，力争成为
全球资本聚集高地

特色优势

功能分区

旅游港自贸服务与邮轮、游艇、文化艺术综合消费区 金融产业核心区、综合商务区与国际滨水商业文化步行街

凤凰海岸单元

大型综合消费商圈和总部经济核心区 国际人才社区和花园总部

东岸单元

月川单元

海罗单元

“南繁硅谷”
全球热带农业科学中心
国家深海科技创新中心
国际种业贸易中心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
海南自贸港唯一以商务区命名的重点园区
海南自贸港唯一将邮轮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重点园区
海南自贸港唯一的海上游航线试点城市

是崖州湾科技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及
深海科技城建设的重要前置条件，核心
功能以海洋科考、海洋试验及临港产业
为主

将引入全球动物、植物、微生物种质资源，
具备检验隔离、战略储备、产业应用、国际
贸易交易等功能，成为国家种质资源全球
竞争力升级的“四梁八柱”项目

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地质调查局等
高校：上海交大、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等
龙头企业：中化集团、招商局集团、中
船集团等

南山港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与高校集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重点打造“一港、三城、一基地”

以海洋科技产业为核心，重点聚焦深
海科技、海洋产业和现代服务三大领
域，打造国家深海科技创新中心

南繁科技城 深海科技城 南山港

科教城

国际综合服务组团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以南繁科技产业为核心，打造产业
化、市场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国家南
繁科研基地与全球热带农业科学中
心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打造游艇产业“两个中心” 打造全球资本聚集高地

崖州湾科技城官方公众号

三亚中央商务区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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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国际航天城

WENCHANG INTERNATIONAL 
AEROSPACE CITY

海南生态软件园

HAINAN RESORT 
SOFTWARE COMMUNITY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LINGSHUI L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NOVATION PILOT ZONE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HAIKOU FULLSING INTERNET 
INDUSTRIAL PARK

重点园区

招商重点
区块链           数字文创
数字健康       数字金融

园区名片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园区定位要打造数字贸易策源地、
数字金融创新地、中高端人才聚集地。产业选择是“一区三业”，“一区”即创建国家区块链试验区，“三业”即是重点发展数
字文体、数字健康和数字金融等数字经济产业。截至目前，入园企业已超过 8173 家

互联网龙头企业百亿级生态村相继开建。国内首个政府授
牌的“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设立后，先后引进一
批高质量创新平台落户，吸引 130 余名来自全球顶级院
校的科学家加盟，目前在数字身份、隐私保护、数据安全、
可信执行环境等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相关应用已经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建设优美的花园办公环境，实现“在公园里工作，在生活中
创新”。为产业人才打造集工作、居住、教育、商务、休闲等
于一体的产业“微城市”功能配套。海南唯一“基础教育改
革创新实验学校”⸺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以及专业剧
场、图书馆、体育馆、公园、医院等微城市配套均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

发展理念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 / 国家首批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园区直通

招商重点
智能物联    数字贸易     金融科技     国际离岸创新

园区名片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11 个重点园区之一，重点发展以数字贸易、智能物联、金融科技和国际创
新四大产业集群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互联网类企业营收占全省互联网产业营收的 42%，是全省千亿级互联网产业
集群培育打造的主力军

功能分区

一区：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 二区：复兴城国际数字港

一期 产业生态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

数字经济总部集聚区 /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园区直通

招商重点
卫星火箭研制                       卫星数据应用   
航天大数据产业集群         国际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文旅                               国际合作与交流

文昌国际航天城是海南“陆海空”三大科技城之一，拥有中国唯一的低纬度滨海发射场，承担着深空探测、载人登月、天地
往来等一系列航天重大工程，且商业航天发射最具竞争力。起步区规划了 1.8 万亩，重点打造“四基地一中心”，推动航天
产业与海南地区经济融合发展

园区名片

功能分区
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基地 空间科技创新战略产业基地 创新融合产业示范基地

航天国际合作产业基地 航天数据中心

中国唯一的低纬度海滨发射场／全国首个航天超算中心

园区直通

文昌国际航天城公众号 文昌国际航天城官方网站

招商重点
国际高等教育板块
城市文教生活板块
国际产教融合板块

园区名片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坐落于陵水黎安半岛，园区规划范围 12.72 平方公里，是中国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
使命的教育园区，对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教育的新要求，服务海南“三区一中心”国家战略，支撑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
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突出国际化和开放型特色，引进境内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探索中国教育发展新模式

功能分区
国际高等教育板块一期 国际高等教育板块二期 城市文教生活板块 生态乐教生活板块

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开放试验区 / 中外名校示范办学的集中展示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留学重要目的地 / 面向未来的高素质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

园区直通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一园两区 

复兴城公众号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公众号

海南生态软件园 入园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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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产业
融资租赁
离岸贸易

现代金融
信息通讯技术
先进低碳制造

海口又称“椰城”，地处海南岛北部，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总人口 232 万人，2020 年地区生产总
值 1,791.58 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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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澄文定

Haikou, Chengmai, Wenchang 
and Ding’an 

海口、澄迈、文昌、定安

推荐市县

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综合保税区
海口国家高新区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海口港（秀英港）
新海港
铁路南港
海南大学

免税品消费
文化体育
教育产业
航运船舶

约亭产业园区
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
国际航天发射中心航天高端产品研发制造基地
航天大数据开发应用基地

“航天 +”产业示范区

航天科技
航天服务
生物制造
低碳制造

高新技术制造
智慧仓储物流
农副产品加工
特色商业

文化创意
渔业产业
立体化养殖

定安塔岭工业园区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农副产品加工
工业经济
绿色建材

康养旅游
文化产业

老城经济开发区 / 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 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
新发展基地 / 海南（澄迈）金马物流中心 / 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 海南永庆
文化旅游景区

油服产业 / 数字经济 / 高附加值制造业 / 现代物流产业 / 富硒特色农业
农文旅融合产业

澄迈⸺世界长寿之乡
澄迈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总人口 56 万人，曾获得“世界长寿之乡”、“中国最佳休
闲旅游县”等荣誉，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348.36 亿元人民币，是全省第四大经
济体

定安约 35 万人口。距离美兰机场 40 公里，海口火车站 57 公里，距博鳌机场 70 公里。2020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5.88 亿元人民币

文昌位于海南省东北部，总人口约 60 万人，是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所在地，清澜港是国家一级对外开放口岸和南海重
要港口枢纽，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263.50 亿元人民币

海口⸺海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文昌发布

定安发布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文昌⸺开放性、国际化、创新融合的世界级航天城

定安⸺海南 都市农业发展区、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区域新兴产业协同集聚地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澄迈县人民政府网

“海澄文定”将形成综合经济圈，构建“一核双港、三城多点”空间格局，发挥海口核心带动功能，推进基础设施、产业、生
态文明一体化发展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儋州松涛水库

海口三十六曲溪湿地公园海口骑楼老街

定安全貌定安全貌

投资海口

文昌石头公园日出文昌月亮湾

投资文昌

拍摄者：王聘钊 拍摄者：王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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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亚
Great Sanya

51 52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凤凰岛邮轮母港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三亚中央商务区
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种业科技
海洋科技
数字科技
生物科技
金融服务
国际会展

三亚⸺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千家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大岭生态绿色产业园
莺歌海临港产业园
乐东中兴生态智慧总部基地

毛公山旅游景区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
莺歌海盐场

旅游业
高新技术产业
农产品加工

食用加工
生态绿色产业
热带高效农业

乐东位于海南岛西南部，总人口约 48 万人，靠近三亚港、八所港、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及三亚红塘湾新机场，2020 年地区
生产总值 151.11 亿元人民币

乐东⸺山海互动文旅融合聚集区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科技农业
活力旅游
数字产业

海洋产业
国际教育
体育健康

陵水政府网陵水发布

招商重点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

旅游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医疗康养

保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东西贯穿环岛旅游公路，山海高速直达海棠湾，距凤凰机场仅 40 分钟车程。荣获“中国最佳文化
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

保亭县政府网

保亭⸺热带雨林温泉之都

招商重点特色重点

推荐市县

掌上乐东

乐东微发布
乐东江北风光

陵水清水湾

保亭田园风光 保亭傍晚美景

三亚、乐东、陵水、保亭
“大三亚”将形成旅游经济圈，构建“一心两翼、山海联动”空间格局，发挥三亚的同城品牌效应和“大三亚”规模效应，打造

世界级旅游度假城市

健康产业
教育产业

三亚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总人口 63 万人，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695.41 亿
元人民币，位居全省第二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
陵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海南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

陵水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距离三亚凤凰机场 58 公里，总人口约 40 万人，是个以黎族、汉族、苗族人口居多的“大杂居，小
聚居”的市县，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195.52 亿元人民币

陵水⸺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资源优势

三亚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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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西部地区 儋州、东方、临高、昌江

53 54

推荐市县

洋浦港
中国海南海花岛
海南大学儋州分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南电影学院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儋州分院

文化体育旅游
休闲度假
观光旅游
医疗健康

海洋开发
远洋贸易
天然橡胶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信息产业制造
电子产品装备
新能源汽车
海洋工程装备

儋州是海南西部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全市总人口 105 万人，拥有洋浦港万吨级码头，儋州机场正加快推动建设，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639.00 亿元人民币（含洋浦）

儋州⸺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东方临港产业园
鱼鳞洲旅游风景区
百万亩感恩平原
大广坝水库 
八所港

旅游业 
国际贸易
农产品加工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东方位于海南省西南部，北部湾东岸，昌化江下游，总人口数 45 万人，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130 公里，2020 年地区生产
总值 186.50 亿元人民币

东方⸺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新型建筑产业集聚区
新调国际渔港经济区
现代海洋渔业科技产业园
新调海港渔业休闲带
海水生态养殖区

临高国际慢城
临高国际设计海岸
海南解放公园 4A 级旅游景区
现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
现代循环经济科技产业园

装配式建筑产业
超级游艇及配套产业
教育研发产业
旅游装备产业
慢城旅游
红色旅游

休闲旅游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海洋渔业
循环经济产业

临高位于海南西北部，全县人口 52 万 人。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区是全省五大开发区之一，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204.22
亿元人民币

临高⸺海南最大海洋渔业中心

资源优势 招商重点

今日临高

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
石碌铁矿国家矿山公园
棋子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旅游业
高新技术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特色文化产业
现代海洋渔业

昌江位于海南岛西部，全县人口 26 万人，拥有独一无二的工业发展优势和海南唯一的核电项目，拥有亚洲第一富铁矿、
“海南十大最美海湾”之一的棋子湾，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124.12 亿元人民币

昌江⸺中国芒果之乡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临高居仁瀑布 临高文澜江

儋州松涛水库

昌江棋子湾 儋州松涛水库

Other western regions

儋州松涛水库儋州松涛水库

昌江招商 昌江发布

昌江七叉镇木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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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eastern regions

博鳌国际机场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
龙湾港临港经济区
琼海国家级智能网联示范先导区
大路农产品深加工片区

医疗健康
旅游和文体产业
会议会展
新兴金融与现代商贸服务业
热带高效农业
海洋渔业
高新技术产业

琼海位于海南省东部沿海，常住人口 51 万人，拥有博鳌国际机场以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亚洲论坛特别
规划区，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292.10 亿元人民币

琼海⸺国际医疗旅游与会议会展中心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其他东部地区 琼海、万宁

55

推荐市县

槟榔产业园
礼纪工业园区
日月湾冲浪小镇
兴隆温泉度假区
东山岭
兴隆热带植物园
万宁游艇码头

农产品深加工
冷链物流
农旅观光
海洋渔业
低碳制造业

万宁位于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年平均气温 24.8℃，全市总人口 64 万，拥有 10 多个风景秀丽的优质海湾，钛矿贮量占全
省 70% 以上，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237.40 亿元人民币

万宁⸺世界级冲浪胜地、南国天然药库

招商重点

万宁发布厅

琼海公众号

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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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全貌

万宁海上冲浪万宁日月湾

琼海全貌

琼海龙寿洋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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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五指山、琼中、屯昌

57 58

推荐市县

海南白沙国家地质公园
海南白沙热带雨林公园
白沙邦溪农林产品加工园区
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
白沙茶园小镇
七坊圣哒哒湖畔公园
白沙罗帅天涯驿站
阿罗多甘共享农庄

“体育 +”“文化 +”旅游产业
现代农业产业
电子商务产业
农林产品加工业

白沙地处海南省中部偏西，位于黎母山脉中段西北麓、南渡江上游，拥有大小山峰 440 座，有“山的世界、水的源头、林的
海洋、云的故乡”的美誉。先后获评“国家卫生县城”“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最美县城”“2021 中国春季休闲百佳县
市榜单 TOP5”等荣誉称号

白沙⸺中国黎族舞蹈之乡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牙胡梯田
阿陀岭风景区

旅游业
特色康养产业
热带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五指山以山为名，坐拥海南最高山峰五指山主峰。森林覆盖率达 86.44%，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在市区高达 1 万个 / 立方厘
米，拥有“翡翠山城” 等美誉

五指山⸺中国唯一的热带雨林旅游城市、中国天然氧吧

招商重点资源优势

其他中部地区

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百花岭 4A 级旅游景区
南国椰子深加工项目
琼中陆侨国际海产品产业园
南药综合加工观光产业园

康养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旅游业

琼中地处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北麓，是海南生态核心区，有“海南之心、三江之源、森林王国、绿橙之乡、黎苗家园”的美称
琼中⸺全国健康城市、体育旅游中心

资源优势

海南黑猪交易中心及屯昌黑猪产业大数据平台
海南梦幻香山产业融合旅游区
南药种植生产基地
南药养生小镇

黑猪产业
南药产业
旅游产业
中医健康产业
农产品交易及加工
慢城旅游
红色旅游
循环经济产业

屯昌是海南中部六市县之一，是全省唯一的丘陵地带，素有“海南中部门户”之称，距海口 70 公里，海屯高速开通后车程
约 45 分钟

屯昌⸺全国最大的南药生产基地

招商重点

招商重点

资源优势

奔格内琼中

屯昌公众号

屯昌国家农业公园

白沙陨石坑白沙陨石坑   郑步克 五指山峰

屯昌文体公园

海南五指山旅游

拍摄者：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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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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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资兴业，
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

到2025年

到本世纪中叶

到2035年

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
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适
时启动海南全岛封关运作

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
排，全面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
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
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
序流动

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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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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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海南 · 海口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官方微信公众号

时尚生活展区

珠宝钻石展区

旅居生活展区

高端食品保健品展区

综合服务展区

首届消博会聚焦“高、新、优、特”消费精品，力争国际化水平、单位面积展品价值、
首发首展数量国内领先，将成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的重要平台

高端奢侈品、香化品、服饰、鞋、箱包、钟表、家居用品、纺织、丝绸、餐厨用具、手工艺品等

黄金、铂金、白银首饰及饰品，珠宝玉石镶嵌首饰，钻石、珍珠、琥珀首饰及制品，宝玉石原料及半成品，玉石
作品及工艺品等

游艇、汽车、房车、消费电子、直升机、无人机、帆船、高尔夫、户外运动装备、智能家电、音频产品、视频及高清
设备、电子游戏等

酒类、软饮料、甜食及休闲食品、罐头、茶叶、咖啡、乳制品、冰淇淋、火腿、肉制品、水产品、果蔬、燕窝、保健
品、宠物用品等

聚焦“高、新、优、特”消费精品，
引入更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引领消费升级潮流的国内
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吸引更多

“世界首发、中国首展、行业首
秀”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
势，发挥入境免签、离岛免税、
进口免税清单等政策优势，突
出 消 费 精 品 为 主 题 的 展 会 特
色，着力提升展会影响力和吸
引力

布局国际展区、国内展区两类
展区，既为各国消费精品进入
中国市场提供展示交易机会，
也为中国各地和各国消费精品
销往世界创造商机，促进采购
成交和国际合作

物流、金融、法律咨询、商业零售、商业地产、跨境电商、检测服务等

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精神的
重要行动，是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汇聚优质消费
品资源、优化国内市场供给、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海南自贸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实现在海南自贸港“买全球、卖全球”
打造永不落幕“消博会”

“消博会”将发挥其独特优势

电话热线

主办单位   

聚焦扩大内需战略 立足自贸港区位优势 联通国内国际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ainan Province

4008-413-413

1000+
80,000㎡+

50,000+

100+
60+

参展商

参展面积

专业观众

行业媒体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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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营商海南

APPENDIX
DOING BUSINESS IN HAINAN

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官方网站

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人才服务“单一窗口”

热线服务官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是海南省政府 2019 年 4 月 11 日发起设立的法定机
构，经授权代表省政府开展招商引资、服务全球企业、国内外会展和在境外设立代
表处等职责。通过“横向联动、纵向协调”的工作机制，联合各部门和市县园区，共
同为投资者提供专业服务，协调解决企业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全球
投资者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不一般”的服务体验

2020 年 4 月 13 日试运行，8 月 13 日正式上线，  包含咨询服务、企业开办、项目建设、配套服务四大模块，已为众多企业
及投资者提供了优质的投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根据国际通行规则，针对海南特色发展领域进一步创新，实现从海港到空港全覆盖

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在海南省人才服务中心以及海口、三亚、儋州、澄迈、洋浦等地区人才服务平台同步
启动运行，为人才提供最简化、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8 大亮点：
在国内首次建立投资全路程“一账通”服务体系
在国内首次整合投资事前事后全链条
整合 13 个部门 20 个政务系统
实现企业 234 项投资延伸服务
实现企业开办最多跑 1 次
全流程缩短企业提交表单材料 55%
缩减审批时限和环节近 70%
企业办理全流程业务最快 2 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理

申报业务应用量高：
货物申报、运输工具申报、舱单申报三大主要申报
业务应用率持续稳定 100%

海南人才服务“单一窗口”3 大特点：
构建人才服务体系，实现“就近即办”
整合人才服务项目，实现“一窗受理”
完善业务办理流程，实现“全程代办”

业务应用覆盖区域广：
覆盖至海南海港、空港口岸通关业务，并延伸至特
殊监管等区域

应用落地功能模块多：
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家标准版的 17
项功能模块在海南应用落地

服务成效
截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已有 2599 家外资企业通过“单一窗口”
系统线上办理了企业设立登记、变更、注销、社保登记、税务发票
申领、公积金登记等 5663 件投资相关业务

服务成效
截至 2020 年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累计实现

服务成效
梳理整合 47 项人才业务项目，预计办理时限将比省内原承诺
最短办理时限平均提速 62%，部分事项做到秒批、即办

联系方式
海南自贸港   招商引才网
https://www.contacthainan.gov.cn/onestop

联系方式
人才服务热线     66501217
https://www.hainanrc.gov.cn

联系方式
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www.singlewindow.hn.cn/hnsw-portal/index

4008-413-413
4008413413@investhainan.cn

www.investhainan.cn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四路海南大厦农信楼四层

投资海南
微信公众号

138613 单
货物申报数

557025 单
舱单申报数

168472 单
运输工具数

整体通关时长降低至 55.14 小时，相比 2017 年压缩 63.66%

海南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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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大管家
王飞

英文服务官
龚卓然

英文服务官
黄英

日文服务官
高洁

德文服务官
赵一凡

俄文服务官
鲁斯兰

中文服务官
尚刘沁书

法文服务官
张裕鹭

hello

。。。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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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重点园区投资联系人

APPENDIX
INVESTMENT PROMOTION CONTACTS

附录
市县投资联系人

APPENDIX
INVESTMENT PROMOTION CONTACTS

洋浦经济开发区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海口综合保税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三亚中央商务区

文昌国际航天城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联系人：帅潇

电     话：18708969603

海口市
联系人：骆文娟、唐琼标
工作单位：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
电话：17766933798、13519840625

定安县
联系人：符丹珠
工作单位：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电话：13322032555

陵水黎族自治县
联系人：梁敏
工作单位：陵水县商务局
电话：13698956230

东方市
联系人：宋甲闽
工作单位：东方市商务局
电话：15008009432

琼海市
联系人：董霁慜
工作单位：琼海市招商局
电话：18876820988

白沙黎族自治县
联系人：瞿晨
工作单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招商营商服务中心
电话：18789263019

澄迈县
联系人：廖明明
工作单位：澄迈县招商局
电话：13976316160

三亚市
联系人：张露泸
工作单位：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电话：15775199940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联系人：余任钦
工作单位：保亭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电话：15778994669

临高县
联系人：汪琦
工作单位：临高县委办招商专班
电话：13337544628

万宁市
联系人：刘治锴
工作单位：万宁市招商办
电话：18745955055

五指山市
联系人：蒋明洁
工作单位：
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电话：13976333756

文昌市
联系人：杨帆
工作单位：文昌市招商局
电话：13218745969

乐东黎族自治县
联系人：任伶
工作单位：
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
电话：15091910801

儋州市
联系人：史智超
工作单位：
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
电话：18889179767

昌江黎族自治县
联系人：陈谢娟
工作单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电话：18189807373

屯昌县
联系人：葛词
工作单位：屯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电话：13976302070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联系人：范兴耀
工作单位：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招商事务中心
电话：17889985037

联系人：范幽雅

电     话：13777197688

联系人：冉一辛、崔翔

电     话：0898-65686502、0898-65686606

联系人：刘南汐

电     话：18289355105

联系人：黎平、李泰然、米丹丹

电     话：18089818100、18907610167、13876565321

联系人：李婉瑶

电     话：0898-88660611

联系人：刘念、巫金津

电     话：13976790731、18612693663

联系人：伊雪樱

电     话：18516586212

联系人：聂程韬

电     话：0898-3650 0016

联系人：崔莉莉

电     话：18976886878

联系人：黄杰斯

电     话：188089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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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政策汇编

APPENDIX
POLICY COMPILATION

中央政策汇编

部委政策汇编 海南政策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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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方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 ( 海南 ) 实施方案》

商务部办公厅、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保税
区及保税物流园区贸易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商务部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他自贸试

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
贸易港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的通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关于支持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
药监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

民航局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
七航权实施方案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商务部联合发布海南自由
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
单 )(2020 年版 )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
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印发关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
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
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
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
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
离岛免税商品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
办法

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试验区琼港澳游艇
自由行实施方案

海南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实施方案

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

海南省支持会展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执业管理办法
( 试行 )

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
( 试行 )

海南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管理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管理办法 ( 试行 )

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
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

关于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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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
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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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海
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的通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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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2021 年是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之
年。《2021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旨在结合《海南自由贸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基础上，全方位展现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的全新气象，为意向在海南开展投资和经贸活动的全球投资者提供指引。

本指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海南省各省级部门、市县和重点园区的大力支持。本指南所采用的所有资料和
数据截至 2021 年 4 月，由海南省各省级部门、市县和重点园区官方提供或从公开渠道获得，在进行资料收
集、更新、核对等工作中持续获得各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在此，感谢各相关部门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本指南由海南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安永中国联合发布，由分众传媒提供设计服务。安永中国以
其全球化视野与国内专业化团队，深度服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政策优
势、营商环境、市县及重点园区等方面的深刻见解。分众传媒作为中国领先的媒体集团，以其高水准设计能
力与即时响应的专业团队，提供紧密贴合投资者阅读使用的排版设计。特别鸣谢安永中国、分众传媒。

本指南将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分册发布，从海南新印象、投资新机遇和发展新格局三大维度，为全球投资者提
供一站式的投资和落户信息。欢迎全球投资者阅读、分享，并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地图审图号：琼 S（2021）0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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