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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贸协定已经签署并实施一
年多了，作为迄今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
贸协定之一，中澳自贸协定已成为双边
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澳自贸协定打开了一扇两国间
沟通与合作的大门。正是因为有了这
一双边自贸协定，使得澳大利亚各方能
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华贸易，众多
澳大利亚中小企业则纷纷抢滩中国市
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与澳大利
亚企业组成合资公司，进而推动两国经
贸关系良性发展。

据统计，2016 年前 11 个月，中澳
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6373.4 亿元人
民币，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其中，中
国优势产品对澳出口大幅增长。澳消
费者已经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中国
的服装、玩具、家具、体育用品和电子产
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优势产品如保
健品、樱桃、乳业、葡萄酒、柑橘对华出
口分别大幅增长 900%、99%、70%、
51%和 33%。此外，在投资领域，由于
企业投资审查门槛大幅降低，市场准入
机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也大为提高，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
市场。2016 年前 3 个季度，中国对澳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73.3%。当前，中国
投资者的目光已开始向澳大利亚矿业
和能源以外领域转移。例如，中国华润
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一家癌症与心脏
病治疗服务提供商，万达集团投资澳房
地产和旅游业，上海中福集团进入澳北
部农业开发项目等。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斯
蒂文·乔博评价说，中澳自贸协定具有
开创性意义，不仅为澳出口商带来了巨
大的市场机会，使得澳大利亚出口商品
可以满足中国消费者对高质量食品和
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自贸协定
也为中国企业开辟了在澳大利亚的投
资与合作新商机。

最早收获自贸协定成果的是农业
领域。据统计，随着关税减免，2016年
前三季度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新鲜
樱桃、新鲜及冷冻鲍鱼数额翻了一番；
食用葡萄对华出口额为 1.02 亿澳元，
同比增长6倍；奶粉对华出口达1.27亿
澳元，增长近 80%；瓶装葡萄酒对华出

口 3.09 亿澳元，增长 40%多；新鲜奶酪
对华出口 3300 万澳元，增长 28%。市
场人士分析认为，从 2017 年 1 月开始，
中澳自贸协定实施第三轮关税减让，这
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瓶装葡萄酒、药物、
坚果、海鲜等产品进入中国的关税将低
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美国、加拿大
同等商品的一半。

对于中国普通消费者来说，从
2017年新年开始有更多机会享受到性
价比更高的澳大利亚优质农产品。以
澳大利亚葡萄酒为例，2017年出口到
中国的瓶装葡萄酒的关税减为 5.6％，
不到其欧洲竞争对手关税水平的一
半。到2018年，进口关税将再次下调
至 2.8％；到 2019 年将实现零关税。
再比如奶制品，未来两年内婴幼儿配
方奶粉关税将逐步免除。届时，中国
消费者购买一罐 300 元的奶粉可比自
贸协定生效前省去45元。削减奶制品
关税不仅惠及中国消费者，也使得澳
大利亚奶业获益匪浅，可在未来10年
免除约 6.3 亿澳元 （约合 33.9 亿元人
民币） 的关税。

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
资等十几个领域，预计减税过渡期后，
中澳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
真正实现合作共赢。根据协定，中澳将
在 2019 年 1 月 1 日逐步实现零关税的
项目还包括虾蟹类海产品、活动物出
口、园艺产品以及包括巧克力和蜂蜜在
内的一系列农业与加工食品；汽车引
擎、塑料产品、钻石和其他宝石、珍珠以
及化妆和美发产品等；维他命和保健品
等；铁矿、黄金、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等资
源、能源产品。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认
为，中澳自贸协定不仅是两国间互利
共赢的协议，也对扩大亚太地区经济
合作，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作为市场开放的先行者和“一带
一路”建设的发起国、践行者，将给
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契机。中方
愿与澳方共同努力，将“一带一路”
建设与澳方“北部大开发”计划对
接，将这一重大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合作成果，造福两国民众。

中澳自贸协定实施第三轮关税减让

消费者能买到更多质优价廉商品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位于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的
澳前台湾小镇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走过一家又一家有着浓郁台湾气息
的商铺，挑选着中意的台湾商品。

许琳宜，一位来自台湾嘉义县的
姑娘。一群北方游客正在欣赏她熟练
的泡茶手艺：洗杯、落茶、冲茶、砌
杯，片刻之间，阿里山高山茶的芳香
在屋内飘散开来，游客们举杯品茗，
赞不绝口。

一年半前，许琳宜在朋友的邀请
下从嘉义来到平潭，把店铺设在了澳
前台湾小镇。在家乡，她的阿里山高
山茶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日子过得也
算悠闲。两年前，家乡的朋友告诉
她，海峡对面的平潭实验区建了一个
台湾小镇，当地欢迎台湾企业和创业
者到那里创业、经商。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许琳宜从家乡带来了一批自产
的优质高山茶。一开始她心里没底，
大陆顾客是否接受高山茶的口感和价
位，她自己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和
氛围，都还是未知数。

一年多过去了，许琳宜心里已经
有了清晰和肯定的答案：到这里做生
意，来对了。

如今，许琳宜已经在小镇站稳脚
跟。“从平潭到台湾很方便，可以乘平
潭直达台北的海上定期客轮，也可以
从福州直飞台北。我和同伴过些天就
回一趟台湾，到家乡茶农家里收购茶
叶后运回大陆，一部分在这里销售，
一部分中转后销往大陆其他地区。”许
琳宜一边品茶一边和记者聊着她在这
里的生活和生意。

“ 怎 么 想 到 来 这 里 做 茶 叶 生
意？”记者问。

“因为茶叶是两岸共通的语言。”
许琳宜说。

“你对在这里创业有信心吗？”
“大陆的市场很广阔，生意前景很

好。自贸区有独到的政策优势，平潭
台湾小镇气候和创业氛围很适合我们
这些刚到大陆打拼的台湾年轻人。我
和同伴希望能够从这里出发，再走向
更广阔的地区。”

“现在的营业收入怎么样？”
“这个店现在每月营业额有5万元

左右，扣除各项成本，利润还不错。”
许琳宜说，从现在的势头看，或许不
久她就能够实现走向大陆其他地区市
场的愿景。

来自台湾屏东县的李政宪今年刚
过 30 岁。2015 年 10 月份，他和同伴
在台湾小镇成立了粉丝智能生活贸易
公司，在帮助屏东乡亲销售传统地方
特色商品的同时，也开发和销售智能

化生活商品。
李政宪拿出自己的手机，通过

APP 即可远程控制家中的电视、空调
等十几种家用电器。

“这样的产品现在大陆也有不少，
你们怎么打开市场？”记者问。

“我们来之前已经对这里的产品作
了一些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做得更
人性化和时尚化一些。”李政宪说。

“你们怎么推广自己的产品呢？”
“我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推广平

台，借助大陆快速发展的智能手机应
用，产品推广速度很快。”李政宪说，
现在平潭的台湾小镇在台湾知名度很
高，许多想来大陆创业或开拓市场的
人都想来这里探路试水，当地政府也
出台了许多特殊政策支持我们这些创
业者，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澳前台湾小镇是平潭综合实验区
在 2014 年打造的一个以台湾人士、
台湾企业、台湾产品为主的经营和生
活平台。自贸区建设更使这里有了其
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政策资源。在这
里，包括台产粮油食品、土产畜产、
纺织服装、工艺品、轻工业品、医药
品在内的六大类商品可享受免税政
策，台湾青年到小镇创业就业，还可
以加入大陆社保，享受租金优惠，享
受经营场所和人力成本特殊扶持政
策。这些优惠举措正在吸引包括许琳
宜、李政宪在内的台湾人到这里寻找

人生的广阔天地。数据显示，开业 3
年多，小镇累计进口台湾商品超过
13 亿元。如今，在小镇从事台湾商
品经营的商户近 300 个，设立了嘉义
馆、台北馆、台南馆等 14 个台湾县
市主题馆和 73 个品牌店及餐饮店。
自贸区推出的两岸检验检疫数据交
换、一张证书两岸互认而无需再次检
验检测、货物可以先入境快速通关再
申报⋯⋯这些政策让台湾商品在海峡
间往来更加便利。

“览两岸风光，享道地台味”——
这是小镇的台湾年轻人想出的广告
语。小镇里的“台味”已经成为平潭
以及周边地市许多民众的钟爱。根据
政策，每人每天可免税购买不超过
6000元台湾原产商品。现在，台湾凤
梨、金门高粱酒、阿里山高山茶、台
湾工艺品等产品已为人们所接受，在
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时，更成为当
地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礼物选择。

台湾创业者的到来，使得小镇的
创业氛围愈加浓厚。“这里的环境和
机遇特别适合年轻的创业者，人们友
善、诚信、勤劳，两岸青年间的交
流会带来很多新想法。希望能够更
好地对接各种优惠政策，让公司的
发展更上一层楼。”李政宪期盼自己
的 商 品 能 够 被 更 多 大 陆 顾 客 接 受 ，
更好地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
到的问题。

台湾青年福建自贸区创业记
——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广阔地区

本报记者 石 伟

2016年12月19日，青岛保税港区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申报一票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自2015年12月20日中澳自贸协定
实施以来，进出口企业对自贸协定利用率逐步提高，享受税款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青岛海关统计，一年多来，山东省内企业共
有 45.2 亿元自澳进口货物享受中澳自贸协定税款减让待遇，合计减让税款 2.2 亿元，300 余家进口企业从中受益。主要受惠进
口商品为农副产品、矿产品等。

张进刚摄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近年
来，上海海关推动自贸协定项下进口稳
步增长，2016年上海关区受惠货值突
破1300亿元，税款优惠超过130亿元。

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是海
关优化实施机制、推进自贸协定落实
的受益外贸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邵培
军说：“简化单证提交要求后，企业进
口海产品的通关速度明显提升，平均
节省通关时间 3 个至 5 个工作日。”作
为一家经营进口海鲜的外贸企业，大
洋世家近年来受自贸协定降税的鼓
励，已把业务逐渐扩展到智利、新西兰
等自贸协定伙伴国。

近年来，上海海关从扩大政策辐射
面和便利货物通关两方面优化优惠贸
易实施机制，促进自贸协定红利释放扩
大。通过联合地方政府部门、相关国家
驻沪领事馆、行业协会等机构召开政策
宣讲会，上海海关指导企业最大程度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12360热
线、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及时解
答企业通关问题，畅通关企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上海海关也在通关单证提交
手续上下大力气，通过梳理汇总相关自
贸协定税率商品审核要点，提高业务办
理效能。截至2016年底，上海海关共
受理进口优惠贸易项下受惠货物申报
近29万批，惠及17个优惠贸易和安排
项下42个国家和地区。

自贸协定红利释放

上海去年受惠货值逾千亿元

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联合14家单位合作研发的第四
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在全球竞争中胜出，成为两大主流
4G 国际标准之一，主导世界移动通信发展路径。截至目前，
TD-LTE已在47个国家部署了85张商用网络，用户数全球占
比50%，我国企业占4G基站全球市场份额超50%⋯⋯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分化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TD-LTE 所编织的全球漫游网络正在不断延伸，部署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输出海外攻坚克难

移动通信技术从3G走向4G，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进阶，
它更是对人们固有手机网络认知的颠覆和超越。原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同样由我国提
出的 TD-SCDMA 虽已成为 3G 国际标准，但与国际主流相
比，产品低端、产业薄弱，且仅在国内应用，整体处于边缘地
带。TD-LTE在技术专利、产业链成熟度上均处于全球领先
位置，有利于我国4G技术的输出，拓展海外市场。

不过，中国 4G 的国际化道路依然面临多重挑战。“部分
国家的管制机构不了解 TD-LTE，对于 TDD 频谱的发放和
使用都存在疑虑；同时，不少实力较强的传统 FDD 运营商在
部署TD-LTE上信心不足，多持观望态度。”中国移动研究院
副院长黄宇红说，还有一些有部署TD-LTE意愿的中小运营
商，往往在资金、技术和经验上受挫，它们更多是希望在网络
规划、部署和优化等方面寻求技术咨询和帮助，在吸引大运营
商或投资机构参与其网络建设方面也有融资需求。

为此，2011 年2月份，中国移动联合日本、印度、美国、英
国、德国和波兰等 6 个国家的国际运营商发起并成立了第一
个由我国主导的国际通信组织——GTI。“GTI以汇聚国际运
营商需求，协同产业加速 TD-LTE 全球发展为目标，不仅吸
纳了全球广泛的运营商资源，还汇聚了产业链端到端各环节
厂商的力量，以更好地建立运营商及厂商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攻坚克难。”中国移动技术部总经理王晓云说。

国际平台协同推广

有了平台，技术该如何向外输出？黄宇红介绍说，在产业
动力不足，市场缺乏信心的情况下，GTI通过举办大型国际峰
会、研讨会及展示等系列产业活动，在全球多渠道、全方位立
体宣传 TD-LTE 技术标准，端到端部署产业发展，及时公布
中国移动与日本软银等重要TD-LTE运营商间的商用情况，
成功赢得了全球产业链、国际运营商、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管制
机构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提振了全球市场部署商用TD-LTE
的信心。

与此同时，GTI还联合运营商和全球产业攻关TD-LTE
商用面临的关键问题，围绕网络终端、商业与业务应用、频谱
等领域构建了TD-LTE端到端的技术产品工作体系，并重点
推进 4G 两大技术路径 TDD 和 FDD 的融合发展，以使 TDD/
FDD频谱联合组网并共享全球规模，推动终端产品的成熟和
发展，有效保障TD-LTE全球商用网络的运行。

“如今，GTI 已有来自世界六大洲的 127 家运营商和 130
家厂商成员加入，搭建起TD-LTE产业成熟及全球商用的重
要国际合作平台，实现全产业链系列终端产品的成功推广。”
王晓云表示，由中国团队创新研制的 TD-LTE 高集成度
28nm“五模十三频”芯片已应用于移动通信全产业链发展，
4G芯片全球出货量占比增长到16%。

“一带一路”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还将为我国 4G“走出去”提供更多机
遇。“一带一路”覆盖国家总人口数达到 46 亿，但有近一半以
上的沿线国家还处于2G阶段，其余大多数则面临着3G向4G
的过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网速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各
国通讯发展水平不均衡，在移动通信和固网宽带建设水平上
都有明显差距。

面对多地通信设施建设投入的刚性需求和巨大的市场发
展潜力，中国移动借助 GTI 平台，通过技术研讨和白皮书发
布等方式，积极帮助中小运营商解决TD-LTE商用过程中的
棘手问题，大幅降低网络部署成本。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4G 低成本多模多频终端
建设需求，我们联合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发 GTI 手机，支持双
卡双待，并多次举办运营商融资交流会，拓宽中小运营商
TD-LTE 商用渠道。”黄宇红说，目前，包括俄罗斯、印度、乌
兹别克斯坦等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7家运营商已成
功商用 TD-LTE，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32 家运营商
计划商用TD-LTE。

从2005年立项研究到2013年工信部正式发布4G牌照，
再到如今的大规模商用，作为我国先进技术的代表，移动通信
行业已成为继中国高铁、核电等之后的又一优势产业“走出
去”，成为对接当地市场需求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新引
擎。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5 年，TD-LTE 产值累计达
1.29 万亿元，经济总贡献超 8000 亿元，中国 4G 正加快“走出
去”步伐，持续拓宽移动通信产业全球规模。

中国4G加快“走出去”步伐——

TD-LTE成4G国际标准之一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本版编辑 廉 丹

2016 年 9 月 20 日，“2016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图为参观者在中国移动展台了
解该公司在5G技术研发方面的成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