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6日,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平台，由我省举办的“美丽乡村会客厅”
系列外事引资活动正式开场，多场“一
对一”洽谈活动举行。索尼集团、瓦克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麦格理集团、巴林
投资公司、嘉吉公司、印度工商联合会
等嘉宾，在博鳌国家农业公园、沙美村、
南强村，与我省就一些领域合作展开深
入交流。嘉宾们详细了解了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相关情况，期待加强与海
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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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会客厅

本报博鳌3月 26日电 （记者罗霞）
3月 26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
峰在博鳌分别会见日本索尼集团董事、

索尼集团中国总代表根本章二一行和德
国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贺达一
行。

本报博鳌 3月 26 日电 （记者计思
佳 陈雪怡）3月 26日，副省长沈丹阳在
博鳌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中
国区负责人吴迪文一行，巴林投资公司

联合首席执行官哈茨·本-盖茨一行，美
国嘉吉投资（中国）亚太区总裁安博泰一
行和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桑迪普·索马
尼一行。

■ 本报记者 罗霞

稻香扑鼻，椰青争翠。3月26日，博鳌
国家农业公园内的风光，令日本索尼集团董
事、索尼集团中国总代表根本章二非常兴奋。

“我一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开阔
的洽谈环境，感觉非常好。在开放的海
南，我们期待能与海南加强多领域合作，
实现更大的发展。”根本章二说。

根本章二此次来到博鳌国家农业公
园，是作为“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外事引
资活动的嘉宾，与省领导进行“一对一”洽
谈。第四次来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的根本章二，是第一次与海南田园风光
如此亲密接触，在稻田边、槟榔林旁洽谈
交流，品尝海南特色水果和小吃。

“海南这么好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创
新，适合创新人员在这里发展。”根本章二
说，“大家都说海南是中国的夏威夷，我感
觉海南的自然环境比夏威夷还要好。”

说起“创新”，根本章二期待与海南合
作的一些领域与此密切相关，比如游戏产
业、动漫产业、影视娱乐产业等。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
八大类，分别是移动通讯业务、游戏及网

络服务业务、影像产品及解决方案业务、
家庭娱乐及音频业务、半导体业务、影视
业务、音乐业务、金融服务业务等。

“我们积极靠近创造者、靠近消费
者。希望结合索尼优势资源，在海南探讨
设立索尼游戏研发中心及影视动漫学院，
参与海南发展。”根本章二结合索尼集团
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提出，“海南可以考虑
在游戏产业开放发展方面先行先试，从而
更进一步促进游戏产业发展。”

除游戏产业等领域外，索尼集团希望
与海南合作的领域还有不少，比如健康医
疗产业、教育产业、半导体产业等。“索尼集
团很多领域与海南的发展相契合。”根本章
二认为，双方可在多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听闻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
点项目将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
次亮相，根本章二对此非常感兴趣，准备
去看看。“我们正积极推动所生产的半导
体产品应用在无人驾驶等方面。”

根本章二感慨道：“上周，我到商务部
对接相关工作时，商务部负责人说海南正
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有很多发展契
机。开放的海南，的确商机很多。”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罗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3月28日应
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你最想从总理的讲话中
得到什么信息？”

“我最期待总理的讲话中能提到更多
新的增长机会。”3月26日，在博鳌国家农
业公园，参加我省“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
外事引资活动的德国瓦克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贺达如是说。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补充道，比如去
年11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传递出不少关于开
放的信息，其中还提到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
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
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进程。“这令我们很兴奋。”贺达说。

贺达希望在海南找到新的增长机会。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德国成立的一
家全球性化学公司，主要业务分瓦克机硅、
瓦克聚合物、瓦克生物科技、瓦克多晶硅等

四大板块，业务遍布全球，目前在世界各地
设有23个生产基地。截至2017年底，瓦克
在中国累计投资逾6亿欧元。而海南的重
工业集中布局在西部的洋浦及东方两地，
两地港口条件优越，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石
化产业基础和相关工业配套。

“我们正在寻找下一个投资的地方，
希望与海南探讨在聚合物等精细化工项
目上开展合作。”贺达说。

在贺达看来，海南拥有丰富的港口资
源，洋浦经济开发区等拥有一定的发展基
础。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海南，将实现
更好的开放发展。

贺达是海南的新朋友，此次参加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是他第一次来海南。除与
海南进行“一对一”洽谈、在寻找合作商机
方面有所收获外，贺达还有另一个收获，
那便是认识到海南的美。

在洽谈所在地，他品尝了当地的水果
和小吃，感叹周边的风景如画。临走时，
他还表示，一定会再带家人来海南休闲度
假。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贺达：

期待与海南开展项目合作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3月26日，在受邀到博鳌南强村参
加休闲式会谈的嘉宾中，巴林投资公司联
合首席执行官哈茨·本-盖茨是着装“最
不休闲”的人。

按照以往的参会习惯，哈茨·本-盖
茨身着西装搭配领带。博鳌的“热情”天
气让他出了点汗，现场工作人员建议可以
换件便装时，哈茨“无奈”地摊手笑道：“我
只带了正装，没有第二套便装可换，下次
我会记得多带一套便装来。”

让哈茨还想再来海南的原因，除了这
里和巴林相似的天气气候，还有自贸区、
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巴林投资公司是全
球知名的资产投资公司，尤其在科技领域
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

“这与海南接下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正好契合，而且中国是我们公司下一
步计划投资的主场，我本人也是支持投资
中国的‘粉丝’。”哈茨表示，此行了解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后，他们会
尽快组织团队再来海南，进一步考察了解
相关科技产业园区和企业项目，挖掘发展

潜力，寻求合作机会。
在南强客厅二楼，阵阵凉风拂去了热

意，哈茨悠闲地品起了海南特产鹧鸪茶。
“参加这种‘特殊’的会谈，感觉真是太好
了！”哈茨笑道，第一次来海南，炎热气候
让他感觉十分熟悉，美景又让他印象深
刻。通过海南，他对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开
放有了更深感受和更多了解，同时希望借
由海南，让团队也更加了解中国市场。

认真拍下印有自己中文名字的铭牌、
仔细翻看收到的会谈照片等礼物后，哈茨
说，自己会记住这次“特殊”会谈，还想通
过会谈和参会，再相约海南。“除了科技领
域，公司接下来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扩大投资，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期待与
海南共享自贸区、自贸港发展机遇。”

同时，哈茨也建言道，“海南应加大推
介力度，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企业
公司和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让全世界更多
国家、更多人才知道海南，了解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包括利
好政策、重点产业、具体项目等，这对于海南
建设自贸区、自贸港而言，尤其关键。”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美国嘉吉投资（中国）亚太区总裁安
博泰并非第一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却是第一次参加在村子里举行的休闲式
会谈。3月26日会前，他先在博鳌南强村
转了一圈。

“乡村的传统民居与现代设计交汇融
合，在保持原有风情的基础上，又萌生另
外一番韵味，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安博泰
的感受，也是他的开场白。

会谈由此展开。作为嘉吉公司亚太
区总裁，安博泰深知中国发展潜力。嘉吉
公司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发展历史的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食品、农业等产品
和服务，业务范围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在中国就有50多家机构和工厂。

“此次参会，主要是想了解中国重点产
业发展方向，同时想了解海南农业发展、美
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生活
质量改善等情况，并希望在以上方面寻求
合作商机，共享发展机遇。”安博泰笑着“特
地说明”道，“我们期待参与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希望通过此行能了解收获更多
信息，为未来的合作可能做好准备。”

海南拥有丰富的热带特色水果资源，
正在建设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同时，
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会
享有资源更多、市场更大、成本更低的发展
利好……当听到海南椰子深加工的介绍
时，安博泰频频点头并表示，嘉吉公司也有
涉足椰子加工方面，包括从菲律宾、越南等
国家进口椰子。充分利用发挥自贸区、自
贸港政策优势，在海南设立加工中转地，或
者作为国内的转运集聚地，发展前景可期。

椰风海韵，皆是商机。除了椰子深加
工外，安博泰还分享道：“接下来，公司的
投资将瞄准水产养殖业，包括进行水产品
高科技、高质量养殖，以提高蛋白质含量
等。”而这，又是嘉吉和海南的另一合作可
能。“海南海洋资源优越，在水产养殖业方
面，我们也希望能深掘创造更多合作机
会。”安博泰对此十分期待。

期待来源于信心。因为看好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发展前景，所以期待携手
共进，安博泰表示，“海南区位优势突出、资
源优势明显，加上政策优势，相信不管是企
业投资还是人才引进，都将迎来爆发式的
发展，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前景无限。”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3月26日下午，刚刚踏进博鳌镇沙
美村，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桑迪普·索马
尼忍不住赞叹：“这里的风光真的太美
了！”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桑迪
普·索马尼表示，印度和海南在旅游、农
业、IT、电影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
间，印度工商联合会将努力推动印度企业
和海南的潜在合作从机会变为现实。

桑迪普·索马尼说，海南气候宜人，是
个美丽的地方，也是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对世界游客具有巨大吸引力。“中印两国
的人口加起来占了世界人口总量的
40%，但双向游客人数每年只有约100万
人，两国在旅游产业发展上有巨大的机
会。”他建议，两国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签
证政策，扩大两国之间的航线，“多开发印
度到海南的直飞航班。”

“印度工商联合会有25万会员，回国
后我会不遗余力向我们的会员推广海
南。”桑迪普·索马尼说，相对于北京、上
海、广州、西安等城市，海南在印度的知名
度还有待提升，海南应该多到印度推介旅
游产品、旅游形象，“每年4月，印度有一
场全国性的文旅推介会，全国的大型旅行
社、旅游业从业者将汇聚一堂，非常期待
海南能够参加。”

高新技术产业是海南的三大重点主
导产业之一，而印度的IT产业人才济济，
发展繁荣，两地未来在软件业的合作潜力

巨大。“印度工商联合会非常乐意用自己
的资源，为海南省政府、企业同印度的顶
尖 IT企业和管理层之间牵线搭桥。同
时，印度的IT企业在全球都非常受欢迎，
和很多大型跨国企业都有密切合作，海南
省政府需要向这些企业展示海南独特的
投资优势和价值，才能更好地吸引企业落
户。”桑迪普·索马尼表示，要让印度IT企
业来海南，需要向他们展现可预见的收
益，“可以考虑让印度软件企业在海南建
IT培训基地，把全国的培训业务都放到
海南来做，这是巨大的机会。”

印度电影享誉全球，每年电影出品量
高达1400多部，风格独树一帜。继去年
刚刚落幕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之后，
海南又于今年3月举办了2019“美丽亚
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引发影迷们对印度
片的新一轮观影潮——深厚的观众基础
为两地电影产业合作做好铺垫。

“海南风光秀丽，非常适合作为电
影拍摄地。”桑迪普·索马尼说，印度工
商联合会将推动印度宝莱坞电影生产
基地与海南合作，推动印度电影文化在
海南传播。

“双边合作需要时间，印度和海南可
以先从旅游业开始，后期再渗透到工商业
等其他领域。希望印度和海南之间有更
深入的合作、更深入的联系。当人和人之
间有更深入的联系后，所有的商业、贸易
都会滚滚而来。”桑迪普·索马尼最后总结
说。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桑迪普·索马尼：

推动潜在合作变为现实

巴林投资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哈茨·本-盖茨：

将带上便装再约海南

嘉吉投资（中国）亚太区总裁安博泰：

椰风海韵皆商机

索尼集团董事、索尼集团中国总代表根本章二:

开放的海南商机多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海南处处风光秀丽，蛙鸣鸟叫，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更是带来政策发展红利。”
3月26日上午，麦格理集团中国区负责人
吴迪文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该
集团非常看好海南未来发展潜力，希望与
海南在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开展广泛
合作。

据了解，麦格理集团是一家全球性的
多元化金融服务集团，总部设在澳大利
亚，主要业务包括资产管理与金融、银行、
顾问咨询、服务方案设计等。自1969年在
澳洲上市以来，该集团已持续49年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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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要加

快金融开放创新。充分发挥金融支持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作用，出台金融领域
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服务实体经济、促
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力推动自贸试验区
金融开放创新。

吴迪文介绍，希望与海南在金融等方
面展开合作交流。“目前，麦格理集团正在
就金融合作项目进行深度研究，希望得到
海南省政府在批准速度、优惠政策等方面
的支持。”吴迪文说，他对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政策非常关注，“海南在个人所
得税、人才引进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措施，这对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落户，
推动地区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麦格理集团中国区负责人吴迪文：

看好海南未来发展潜力

毛超峰会见日本和德国客人

沈丹阳会见外国客人

广告

新闻点击

根本章二。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桑迪普·索马尼。本报记者 武威 摄吴迪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贺达。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安博泰。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哈茨·本-盖茨。本报记者 陈元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