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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访

10月底的海口椰风阵阵，天
气湿热，一场以“改革开放的中国
与世界”为主题的论坛正在这里
如火如荼地举行。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
影响了世界。”迟福林在论坛开幕
式上发言说道。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
而这正是迟福林与海南、与改革
故事的缘起。

1987年下半年，海南建省进
入筹备阶段。

这年10月份，海南建省筹备
组组长许士杰在北京找到迟福
林，希望他能到海南。

“我事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
理想，海南岛是一张白纸，一切从
头开始刚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
革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可以在这
个白纸上写出一些好的文章来。
所以，我希望自己在北京做的一
些改革研究，能在海南这片土地
上能画出一幅好画来。这股热情
一直在激励着我。”怀揣这份理
想，迟福林很痛快地答应了许士
杰的要求。

1987年12月，迟福林从中央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转调
海南，在北京一天就办好了手续。

在迟福林的印象中，海南岛
应该充满热带风情，风光旖旎。
但是，当他下了飞机，眼前的景象
却与想象落差很大。

“当时的机场就在市中心，一

下飞机，呈现在眼前的尽是破烂
不堪的街道、混乱的交通秩序。
机场很小，出机场的路也很窄，招
待所条件也很差，第一个晚上被
安排在一个13人同住的大房间。
我拎了一桶水，随便擦擦身子。
很多人在打牌聊天，整个晚上我
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迟福林回忆，当时办公环境
也很艰苦，“包括我在内的海南省
体改办二三十个同事，全部挤在
一个不到 30 平方米的大房间，
35℃以上的大热天没有空调，但
大家却毫无怨言。同事们工作劲
头十足，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热
得都光着膀子，汗水浸湿了草稿
纸。”

30年前的海南，经济相对落
后，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全国平均
水平的83%，85%的商品靠内地
调进，17%左右的人口尚未温饱。

即便如此，1988年的海南，还

是在全国掀起了“考察热”“投资
热”“人才热”三大热潮，并由此产
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特
定名词：十万人才下海南。

迟福林说，当时有“遍地是黄
金”的说法。

迟福林记得，大批来海南寻
梦、创业的人员涌入，大家很难立
刻找到工作，吃住条件也相当差，

“当时在海口三角公园，大家弄个
席子、弄个报纸，搁在那个地方对
付一个晚上。弄两块砖头，弄个
小饭盒煮个面条……”

看到这种情况，迟福林向省
委书记建议，想尽办法把大家生
活安排好，最少给他们解决一张
床位，解决不了床位，发给他们一
张席子。

如今回忆这一段时光，迟福
林很感慨：“那是一个纯真的年
代、一个创业的年代、一个充满激
情的年代。”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门口，“中国改革智库”六个大字非常醒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宁
摄影忻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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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8 月生，祖籍山
东蓬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
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
展研究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
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长
期专注中国改革问题研究，多
次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改革
研究课题。

亲历参与海南和中国的
改革进程，被称为“迟改革”。

迟福林

人 物 名 片

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改革”：改革可不能迟！

1988年，全国最年轻
的一个省份诞生了。一夜
之间，海南从一个遥远的
南疆边陲岛屿变成充满希
望和梦想的淘金之地。在
这片广阔的改革开放试验
田里，一代改革人将自己
的青春热血投注其中。

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
是其中一员。从37岁到
67 岁，他把人生最好的
年华留在了海南，亲眼见
证了海南30年的改革与
发展，外界也因此给了他
一个称号，叫“迟改革”。
迟福林却笑着说：“改革
可不能迟！”

30年不计名利建言改革
在海南30年，迟福林“身居天涯”却“纵论天

下”，一直为海南乃至中国改革发展鼓与呼。外界
也因此给他一个称号“迟改革”，迟福林却笑着说：

“改革可不能迟！”
迟福林祖籍山东蓬莱，出生于黑龙江，身上有

一股子北方人的豪爽。
1968年，年仅16岁的迟福林成为沈阳军区

技术侦察支队的一名学员。1984年，他考上中央
党校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一次关于改革的理论研
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不久，中央党校理论部成
立改革理论学术小组，他被任命为组长，从此开始
了改革研究生涯。

1986年，迟福林被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
讨小组办公室，第二年年底就到了海南。

“改革开放是一项最重要的时代事业，是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关键所在。
在我的内心，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迟福林说。

从1968年当兵到现在，今年正好是他参加工
作第50个年头。熟悉他的都知道，迟福林很少有
节假日的概念。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饭吃不饱，学上不好，为
了改变家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总觉得有干不完
的活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这代人，家国
情怀太深、执着精神太强，这些最本质、最核心的
精神内涵，是支撑我们这批人多年来不计名利从
事建言改革的精神力量。”迟福林说，“人一辈子能
赶上一两次机遇、能做成一两件事情、能做对时代
有意义的事情，就真的很幸福了。”

在迟福林自己看来，这30年他就做了一件事
儿、做了一个梦，那就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走
向大开放；把中改院建设成一流智库，建成高水平
中国改革智库。

而完成这两件事，对他而言，“一辈子足矣”。
回顾这一段改革历程，迟福林说，真是一段激

情燃烧的改革岁月，各种甜酸苦辣，甘苦自知。
迟福林说，令他非常骄傲的是，自己的一个身

份是“一代改革人”。

“砸了铁饭碗，先把自己改了”
上文提到的中改院，是由国家体改委和海南

省政府合作筹办，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成立
的。

按照行政级别，中改院一建院是正厅级国家
事业单位，但是迟福林却砸了自己的铁饭碗，“先
把自己给‘改’了”。

“那时候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找到我说，能
不能寻求用改革的办法来办院。那么，我们只好
自己改自己。”迟福林说。

1992年4月，中改院给海南省政府打了一个
报告，表示要自负盈亏，不要财政一分钱，进行企
业化管理。当时海南省政府同意自负盈亏，同时
也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随时向省政府提出。

“在国家事业机构当中，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对于这次改革，迟福林说，“今天，我们看到
科研机构、医院、学校一律取消行政级别，建立理
事会、董事会，实行全员聘用制，实行法人治理结
构。我们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因为
我们提前了20年实行。走到今天，我感觉到我们
还是成功的。”

自成立之初，中改院就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
任，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了200多份政策建议报
告，出版了300多本改革研究专著，公开发表了
2000多篇改革研究论文。这些成果，有些直接为
中央决策采纳，有些被用作出台改革政策和法规
的重要参考，有些在理论界发挥了引领作用，获得
了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
国发展研究奖”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级奖项。

在迟福林的带领下，中改院已经成为中国改
革历程中重要的智库机构之一。如今在中改院的
门口，刻着由陈锦华题写的“中国改革智库”六个
大字，在海南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1988年建省时，迟福林是省
委研究室、省体改办的主要负责
人。

1988年9月1日至5日，海南
省举行第一次党代会，第一份党
代会报告题为《放胆发展生产力
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就
是迟福林为主起草的。

这份报告开始是以海南省委
办公厅为主起草出来的，但在距
离开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时，已担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
杰看到这份初稿后不满意。

于是，许士杰找到迟福林：
“怎么样，你来起草，我带着你到
五指山躲一周。”迟福林说：“许书
记，要不这样吧，您给我三天，三
天以后我给您交稿。”随后，迟福
林和几位同事用了三天时间重新
起草报告，当时迟福林每晚只睡
不到三个小时。三天后，把报告
草稿交给许书记，他看后很满意。

在这份党代会报告里写着这
样一段话：“实行‘三个自由’的开
放政策，切实按国际惯例办事，关
键是要创造条件建立海南第二关

税区。”
迟福林说，1988年 8月底海

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到 1989 年 1
月，再到1992年，海南省委、省政
府先后两次正式向中央请求在海
南设立特别关税区，但后来搁置
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
南发展陷入了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的最低潮。海南发展将向何
方？此时，迟福林已经创办了改
革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

2000年前后，迟福林与中改
院的同事经过研究提出，海南应
从区域开放转向产业开放，以产
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提出“建设
国际旅游岛”的构想。

从 2000年至2009年的9年
时间里，经过不断论证和推动，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正式发
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而在今年4月13日下午，习
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时发表了
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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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海南省党代会报告
里提出的“特别关税区”的设想，
得以实现。

当时，迟福林也在大会现
场。会议结束走出会场，接受央
视采访时，画面中迟福林因激动
而哽咽，他说：“因为为了这个事
情，我们期盼了30年，有了这一
条，海南真的会实现我们的海南
梦”。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海南的
改革试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在创
建初期，海南有多项改革走在全
国前列。”在迟福林的心目中，海
南岛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
一块试验田，若干年后，海南一定
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
成为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美丽
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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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海南海口，迟福林在中改院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