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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近 1 年半

后，广东、天津、福建３个新设自贸区挂牌在

即。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加快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贸易便

利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深远的影响。

推动内外自贸区建设，正是中国经济以

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题中之意。

目前，中国已与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

贸协定，涵盖了我国近 30%的进出口贸易额。

继中澳两国完成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后，中韩

自贸区谈判于今年2月25日全部完成，中国与

以色列自贸区谈判也将在年内启动。

在国内，以上海自贸区为切入点，启动粤

津闽新一轮自贸区建设，有望构建起面向国

际市场的若干个金融创新框架与平台，推动

国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在更高水平上与国

际接轨，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铺平

道路。实际上，正是通过各个自贸区经验的

“汇集”，一系列改革创新才能形成由点到线

及面的推广复制，成为中国步入发展快车道

的新引擎。

值得关注的是，新设立的３个自贸区并

非对上海自贸区经验的简单复制，而是更多

地依托本地优势与经济特色，探索具有明显

区域化特征、更强目标指向性的差异化道路。

比如，广东提出培育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福建将

突出对台特色，推动两岸及东盟间的货物、服

务和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天津提出，将在促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创新投资管理方式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与

上海自贸区形成互补试验。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新一轮重构，

各种区域贸易安排正酝酿着更高水平的自由

贸易体系。基于这一判断，党中央国务院对

自贸区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作出了科

学安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

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

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自由贸

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

区网络。

未来 10 年，全球的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

争，而价值链的竞争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或

地区未来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必

须尽快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以实现向全球价

值链的上游攀升。实现这一目标，路径在哪

里？就在于进一步加快自贸区建设、在于贸

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在于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并由此释放出发展的新红利。

无论是首个自贸区的建立，还是粤津

闽新设自贸区的启动，都只是中国自贸区

战略的一个开始。可以肯定的是，好戏还

在后头。

自贸区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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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获批的全国 3 个自贸试验区中，广
东自贸试验区 3 个片区将依据各自已有特色，
面向港澳错位发展，重点打好“港澳牌”。

港澳元素正是广东不同于其他自贸试验
区的独特之处。广东省商务厅 1 月底提交广东
省法制办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国（广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管理办法（送审稿）》明确提出，“依托
港澳”、“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
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
贸易功能集成，探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
制，创新监管服务模式”。

根据上述法规草案中“粤港澳深度合作机
制”的相关内容，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相关事
项将被纳入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以
便加强沟通协作。同时，在 CEPA 框架下，实
施对港澳更深度开放，重点在金融服务、商贸
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
领域，暂停、取消或者放宽对港澳投资者资质
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

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
春洪在谈到广东自贸试验区 3 大片区的分工时
说，“初步研究，前海主要是对香港、横琴主要
是对澳门经济未来多元化发展提供支撑；南沙
除了面向港澳之外，还要更多地面向国际，要
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与国际接轨。”

记者获悉，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将面向香港
主打金融牌，依托深港深度合作，以国际化金
融开放和创新为特色；珠海横琴片区重点是打
好“澳门牌”，将依托粤澳深度合作，重点发展
旅游休闲健康、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
建设成为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服
务休闲旅游基地，发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新载体、新高地的作用。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在广东自贸试验区中
占地面积最大，背靠“珠三角”，又是省会城市
的组成部分，优势是可兼顾港澳。据悉，南沙
定位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并更多地面向国
际，特别是有效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
动广东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着力打造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服务。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林江
认为，南沙作为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专
家分析认为，南沙片区未来有望成为优质要素
资源集聚地，将带动周边城市实现产业的升
级 ，进 而 提 高 我 国 在 国 际 产 业 链 中 的 分 工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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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福建平潭台湾商品免
税市场内，来自台湾“东博贸易三优
商行”的老板娘潘莲琴正忙着接待前
来购物的顾客。闲暇之余，她和记者
聊起自己来这里开店的感受。在她看
来，免税市场带来的不仅是台湾的商
品，通过这个平台，两岸人员在文
化、教育、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可以
更多地交流。记者了解到，市场开业
不足 1 年，已有 180 多商家入驻，其
中，台商超过半数，进场购物游客超
过 20 余万人次，商品品类达到 1 万多
种，累计销售额逾亿元，销售额月均
增长 80%。

福建与台湾仅隔一个海峡，地缘
相近、血缘相亲、商缘相连的关系，
使闽台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福建
自贸区的天然优势和特殊使命。福建
省省长苏树林表示，福建自贸区将突
出对台优势，以及和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的结合，“我们在自贸区的发展中
会高度地关注台资企业的需求，通过
需求引导试验区的自主创新。”苏树
林说。

记者从福建省商务厅了解到，福
建自贸区从申报之始，相关区域均努
力在“对台”上做足文章。因“台”而设
的平潭综合实验区，在探索两岸全面
融合上将先行先试；厦门则提出，要在
吸引台资和对台投资等方面加大制度
创新；福州提出，要以两岸经贸合作为
核心，发挥福州独特的对台优势。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自贸区综合研
究院黄茂兴对记者说，“福建自贸区建
设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台，这与福建的发
展定位与优势是相符的。只有坚持凸显
特色、差异化发展和创新发展，福建自
贸区的效应才能最大程度显现。”

作为两岸交流的“先行者”和
“探索者”，福州已成为两岸经济文化
合作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福州市
长杨益民介绍说，福州市自贸区行政
服务中心和管委会，将设立 8 个自贸
区综合审批窗口，前期入驻工商、税
务、商务等 6 部门，开展挂牌前政策
咨询、对外宣传，以及挂牌后“一口
受理、综合审批”服务。自贸区将强
化两岸高新产业、服务贸易合作，突

出两岸海洋经济合作，发展两岸冷链
物流业；福州保税港区将对接台北、
台中自由经济示范区，重点发展国际
物流等业务。

平潭片区的特色，一是在政策上
可以充分发挥“自贸区+实验区”的
叠加优势，二是突出面向自由港方向
发展，在推进投资贸易自由、服务贸
易自由、航运自由、人员往来方面更
加开放；三是突出两岸融合，台胞在
就业生活方面享有更多优惠政策。作
为今年重点试点任务，除复制上海自
贸区试点经验外，平潭还将首批推出
72项创新试点。

厦门片区将是投资环境国际化的
试验区和两岸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先行
区，吸引台资和对台投资、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方面制度创新平台，实施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并成为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型自由港都市。在
行政、投资、贸易、金融及法制等方
面的规划，将全面参考上海自贸区模
式，包括园区内利率市场化及资本账
户自由化等。

上海自贸区扩展区域，
从原来的 28.78 平方公里一
举扩展至 120.72 平方公里，
覆盖范围也从原来的外高
桥、洋山，扩展至陆家嘴金融
片区、金桥开发区片区和张
江高科技片区。作为先行一
步的上海自贸区，下一步的
发展重点依然是金融创新和
改革的先行先试，扩展区域
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空间将
被深度拓展。

陆家嘴是上海功能性金
融机构和体系最集聚，也是
目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
区。此次陆家嘴和包括世博
前滩在内的沿江金融片区被
纳入上海自贸区，将放大陆
家嘴金融改革的辐射力和穿
透力。据悉，上海正联合“一
行三会”制定上海自贸区和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方案，包
括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
换先行先试、扩大人民币跨境
使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
放、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
场以及完善金融监管。

进驻自贸区的企业都希
望抓住上海自贸区扩区的契
机。首批入驻上海自贸区的
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上海自贸
区分行行长周宏说，上海自
贸区扩区，除了将带来客户
群体的扩展，还将带来客户行业的多元化扩展。银行将
围绕金融衍生业务、利率市场化、跨境融资等多项重点
领域进行金融创新，充分挖掘上海自贸区内的业务潜力
和空间。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副总经理藤巍说，将充
分借助上海自贸区扩区这一契机，吸收更多符合条件的
区内机构成为国际会员或客户，探索更多的体制机制创
新，共同推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建设。

上海金桥开发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成为上海自贸
区两个片区，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将拓展至先进制
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肖林认为，金桥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张江的自主
创新和自贸区“双自”联动，如何打破制度瓶颈叠加创新
政策非常值得期待。

浦东新区副区长简大年说，目前浦东正在积极研究
上海自贸区扩区后的辐射，以及如何在浦东新区建立好
工作体制和机制，政府职能转变、事中事后监管以及贸
易便利化等改革要迅速推向浦东全境，而金融方面的改
革措施，则按照中央的部署，有节奏分区域地展开。

长江以北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花落天
津。规划面积 119.9 平方公里的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包括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
区，其中海关特殊监管区 16.96 平方公里，包括天津东疆
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和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天津
自贸区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
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
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天津自贸区的目标是，经过 3 到 5 年的改革探索，将
自贸区建设成为转型升级新引擎、开放经济新动力、区
域协同新平台、制度创新新高地，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争当领军者、排头兵。

天津认真学习上海自贸区经验，在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的同时，立足天津特色，找准定
位，开展新的改革探索。一是在自贸区大力发展高端制
造业，集聚各类创新要素，提高研发转化能力；加快发展
航运物流、服务贸易、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实现自贸区制
度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二是做大做强租赁
业，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天津融资租赁业优势，率先
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政策环境，为中国装备

“走出去”和产业转型升级作贡献。三是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天津自贸区是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亮点，专家表示，
这一地区会吸引更多人才、资源，形成更大的聚集效应，
其最终目的依然是让京津冀这个经济联合体能够更加
从容地应对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冲击。天津
自贸区将使融资租赁业加速聚集。天津融资租赁业可
谓全国“领头羊”，中国内地四分之一的融资租赁业务在
这里诞生。天津融资租赁的发展态势是围绕天津大制
造形成的。天津拥有先进的装备制造业，而围绕这些装
备制造企业的研发转化及生产，融资租赁有利于形成其
巨大的下游市场。

上海自贸区扩容

—
—

深度拓展改革空间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粤津闽3个新设自贸区挂牌在即，我国自贸区发展雁阵不断充实。以

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正渐次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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