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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 杨燕 实习记者 刘
桂江 摄影报道冤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袁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袁让海南人民深受鼓舞遥海南将
以超常规的认识尧举措尧行动推进自
贸港建设遥 6月 24日 10时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将率先带你走进海口
首条越江隧道袁 了解由隧道股份市
政集团承建的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
项目隧道内是怎样一番盛景袁 了解
隧道都有哪些野秘密冶袁让海口市民
提前一睹野芳容冶遥

2018年 6月 3日袁 海南宣布设

立总面积约 298 平方公里的海口
江东新区袁将其作为建设中国渊海
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
域遥 文明东越江通道是连接海口市
区和海口江东新区的重要基础设
施项目遥
据了解袁 越江通道项目隧道部

分全部完成袁总长 4380米的大型隧
道雏形初现遥
工期短袁任务重袁日夜施工是文

明东越江通道项目施工的特点遥 对
于海口首条越江隧道袁 它的早日建
成袁海口市民翘首以盼遥为了将建设
者的点点滴滴及时报道出去袁 国际

旅游岛商报将通过地上采写拍摄袁
天上无人机航拍袁 并且实时视频等
直播方式袁 届时袁 将在新华社现场
云尧商报全媒体椰网尧海拔 APP 客
户端全程视频直播袁 并有图文小视
频详细解析袁敬请关注浴
用汗水浇灌收获袁 以实干笃定

前行遥 海口首条越江隧道的建设者
们袁 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先锋建设
者袁默默付出袁展现出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高质量袁高速度遥

自贸港速度还将继续走进更多
重点项目袁 和读者一同提前了解项
目进程袁感受自贸港腾飞速度遥

海口首条越江隧道结构完工
商报全媒体今日上午 10时全程直播

带你“穿越”越江隧道

朱绵茂还认为袁 我国在交易所建
设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滞后袁
海南要充分利用好作为改革试验区的
政策优势袁大胆创新袁积极推进商品交
易所的发展遥 海南作为全岛自由贸易
区及其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袁 有必
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袁
将会给海南带来大量的金融机构驻扎
在海南袁 大量的企业会在海南设立机
构来运营并从事各种业务尤其是结算
业务同时吸引来大量高层次的人才在
海南工作遥

朱绵茂还提出袁 将海南建设成为
国际融资租赁中心尧 加强金融风险防
范的体制机制建设尧 建立以国际化为
特色的多元金融法律服务体系遥

野融资租赁是当今世界上发展

最为迅速的行业之一袁 是国际上仅
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方式 遥
海南自由贸易港依托各种政策优势
应该建设成为国际 融 资 租赁 中
心遥 冶朱绵茂说袁叶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曳 在金融风险防控和
制度建设方面也进行了部署袁 海南
必须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经验袁 建立
容错机制袁 在努力营造宽松有序的
经商环境同时 袁 坚守金融风险底
线袁通过数字加密尧区块链等模式袁
引入监管沙盒模式遥

同时袁全面建设法治示范政府袁成
立海南优化营商创建法治联合体袁创
建海南法治政府先行区袁 建立海南国
际仲裁院和金融仲裁法庭并采取国际
仲裁规则来裁决金融案件遥

李世杰认为袁进入自由贸易港时代以
后袁 海南地方政府在坚持市场竞争中性的
前提下也要积极作为袁 挖掘数据要素的价
值潜力袁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遥首
先袁政府要充分发挥示范作用袁积极应用现
代信息化技术遥 省政府特别是统计部门应
将数据化充分应用于日常政务中袁 以便细
致准确地整合庞大的政府数据资源袁 为服
务型政府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遥

其次袁 政府要致力于优化官方平台以
完善发布系统遥大数据更新速度快尧来源丰

富尧数量庞大袁要优化统计服务以满足社会
各界的需要袁就要更新数据发布的频率尧细
化数据类别袁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袁
同时袁 优化官方平台也能为企业之间的数
据流动和数据共享提供更加可靠的渠道遥

最后袁政府要强化数据安全保障遥这一
方面要求中央政府加强立法袁在现有叶网络
安全法曳的基础上袁进一步明确数据分类管
理细则袁形成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曰另一方面
要求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袁 为数据
流动共享提供保障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
锋冤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总体方案曳冤袁海南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袁 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李
世杰认为袁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度开放的重要表现袁 随着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
和运作模式的不断成熟袁 在岛内实现数据安全有
序流动将逐步提上日程袁 海南企业要充分利用数
据要素尧实现数据商业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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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杰指出袁叶总体方案曳 擘画了自由
贸易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下数字经济发展
蓝图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积极作用袁积极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袁 将有助于推动海南自
由贸易港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曰 前瞻性
地把数据要素的安全有序流动列入自由贸
易港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框架袁 考虑了在
自由贸易港全方位开放经济体制下袁 数据
要素流动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两大基石遥

野叶总体方案曳倡导数据安全有序流动袁
对海南本土企业而言既是机遇袁 也是挑
战遥冶李世杰说袁一方面袁将大大拓宽本土企
业获取海内外数据的渠道曰 企业可以更加
快捷地整合所需要的数据袁 这些数据往往
对企业提升战略决策水平尧 构筑核心竞争
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遥另一方面袁因其虚拟
性特征袁 数据要素监管与安全流动问题一
直困扰各方遥

李世杰建议袁 数据要素的安全有序流
动袁将随着叶总体方案曳落地而逐渐变成现
实袁海南企业应当未雨绸缪尧提早布局袁要
充分利用数据要素尧实现数据商业价值袁企

业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遥首先袁企业要提高数
据搜集和甄别能力遥面对数量如此庞大尧种
类如此繁多的源数据袁 企业只有不断更新
思想认知尧提高洞察能力袁才能及时地在海
量信息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并加以
处理利用遥

其次袁 企业要提高数据利用的效率遥
这就要求企业充分掌握生产经营各个环
节的数据袁 建立起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袁
从现有数据中发掘更多有效信息袁进而克
服人为决策的弊端袁提高生产经营战略决
策质量遥
再次袁 企业要在数据流动共享的过程

中不断学习创新遥 数据流动给本土企业带
来了了解其它先进企业技术应用及经营管
理方式的机会袁 本土企业应当在此基础上
不断学习袁逐步形成独特的技术经验体系袁
进而构筑核心竞争力遥

最后袁企业要重视数据安全袁建设一套
完整的数据保护体系袁 在开放数据共享的
同时袁确保商业秘密尧核心技术等关键数据
的安全遥

政府
要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应用现代信息化技术

企业
要充分利用数据要素，实现数据商业价值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曳袁海南政法学院副
院长朱绵茂认为袁 海南应该采取各种措施
在金融改革和开放上加大创新的力度袁促
进海南经济的绿色崛起遥

朱绵茂提出袁 打造好海南金融生
态环境尧引进和培育海南国际化尧高水
平的各种金融经营机构袁 推进金融对
内对外开放曰建立资金野电子围网冶尧构
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尧 便利跨
境贸易投资资金流动曰 加快发展对外
贸易和支付资金结算中心遥

他分析认为袁 海南金融的发展制
约袁 主要是受全要素市场不健全等因
素掣肘袁 要努力在市场化国际化方面
多下功夫袁 着力完成要素市场和市场
总体及其金融生态的建设袁 提升服务
市场能力遥 要加强交易机制尧非居民参
与等方面进行国际化探索袁 通过转型
发展尧翻牌改造尧国际化建设尧有序退
出和集团化整合等方式有序推进袁最
终打造海南国际多商品交易场所集团

和海南国际联合产权交易场所集团袁
同时通过设立海南国际清算所袁 为交
易场所可持续发展和打造区域性离岸
贸易市场提供综合配套服务袁 解决交
易场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袁 因此要大
力引进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引进
总部金融机构遥

野由人民银行尧银保监督机构尧证
券监督机构联合海南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将管控资金的耶电子围网爷建设好
并监督好才能保障金融开放的安全遥
在耶电子围网爷建设成功并且顺利运营
后袁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袁在海
南开展离岸贸易结算便利化试点袁明
确试点银行和试点企业的准入标准和
认定流程袁 对试点企业实行白名单制
管理遥 冶朱绵茂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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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政策优势大胆创新
推进商品交易所的发展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