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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辽宁、浙江、河
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 7 个自贸试验
区。自贸试验区扩围，不仅意味着打造
更多改革开放“试验田”，积累高水平对
外开放经验，更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
开放的鲜明态度，彰显中国开放新姿态。

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是中
国不断取得发展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建
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
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一
项战略举措。

自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设立，三年
多来，沪粤津闽4个自贸试验区在负面清
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
事后监管等方面着力，打造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对外开放“制度高地”。总体看，自贸
试验区营商环境受到境内外投资者欢迎。

此次新增 7 个自贸试验区，不仅数
量进一步扩大，范围更由沿海延伸到内
陆。尽管 7 个自贸试验区各具特色、各
有侧重，但打造开放高地仍是共同的核
心要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内陆开
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建设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服务“一带一路”等，
仍是改革试点关键。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在“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坚
持开放发展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
态拥抱世界。中国以自贸试验区等为抓手的开放发展战
略，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
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措，将为全球
经济传递更多正能量，为世界经济走出低增长困境带来更
强劲动力。 文/陈炜伟 于佳欣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喜见开放迈新步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一列“中欧·渝
新欧”班列搭载整齐划一的集装箱，迎着
31日的朝阳启程前往德国杜伊斯堡。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马路两旁“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标语格外醒目。

浙江舟山，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机
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基础设施扩建工作
正如火如荼推进。

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
陕西 7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即将挂牌运营
之际，新华社记者赶赴各地，一探究竟。

“渝新欧”是我国最早开通、货运量
最大的中欧班列，依托自贸试验区的制
度创新，将承担破解制约中欧班列发展
瓶颈、完善陆上国际贸易规则的重任。
而在中西部首个国家级新区——重庆两
江新区，“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否定请
示”的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自贸试验区办
公室主任李谦说：“重庆自贸试验区将打造
行政高效、投资贸易便利、社会服务便捷的
营商环境，推动西部产业转型升级，为西部
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注入新活力。”

4年前，中欧班列“蓉欧快铁”正式开
行，原本以国内铁路货运为主的成都国
际铁路港日渐繁忙。如今，该铁路港成
为四川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区域之一。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霍伟东告诉记者，
四川自贸试验区将以成渝经济区等城市
群为依托，向东对接长江经济带承接高端
制造业；向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转移优
势产能；结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携手东
盟，向南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同为自贸试验区，地域不同，各有侧
重。记者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看
到，综合服务中心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67 个办事窗口工作人员已全部到岗，办
事窗口没有任何围栏，可以和工作人员
无障碍沟通。据介绍，该服务中心可办
理业务事项 211 项，“一口受理”的事项
已占到70％以上。

“河南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是着力建设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杜明军说，相
关红利将吸引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集
聚，还将对周边地区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在成立不久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政务服
务局，记者了解到，原本涉及9个职能部门
的行政审批事项已实现“一个部门管审批”。

“审批时间将大幅缩短，如企业设立
时间减至1至2个工作日，产业项目从原
来的150个工作日缩短至25个等。”武汉
东湖高新区政务服务局局长李世涛说。

辽宁自贸试验区涵盖大连、沈阳、营
口三个片区。营口港至莫斯科霍夫里诺
的中欧班列开行刚满周岁，已经实现了
每周2列的稳定运营。

在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看来，
辽宁自贸试验区将建设成面向东北亚开
放合作的高地，成为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
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功能区，综合
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扬子江货运控股
等多家企业通过“一口办结”窗口，迅速

办好入区证照。
空港新城管委会主任贺键告诉记

者，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法国赛
峰、法国赛诺菲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
已陆续落户，同时还储备了一大批有意
愿进入自贸试验区的项目。

浙江舟山的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
接泊世界散货轮的功能正逐渐完善，越
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正在进驻。记者了
解到，浙江自贸试验区将落实“探索建设
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
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
置能力进行探索。

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我
国已形成“1＋3＋7”的自贸试验区新格
局。专家认为，第三批 7 个自贸试验区
的正式挂牌，将有力推动我国形成东中
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和高水平区
域开放新格局。

文/新华社记者 赵宇飞 刘红霞
于佳欣 参与记者：徐 扬 张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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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3 月 31 日，国新办举行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
长王受文在会上介绍，国务院日前正式
批复设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陕西等省市 7 个自贸试验区，并分
别印发了总体方案。此外，深化上海自
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也已获批复。

王受文说，新成立的自贸试验区将
借鉴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成功改革试
点经验，在投资、贸易、金融制度创新、事
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开展改革探索，在有
效防控风险基础上打造开放高地。同
时，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也将进一步加
大压力测试力度；更大力度转变政府职
能为基本原则，更加突出开放引领、更加
注重风险防控、更加突出联动发展、更加
突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为其他自贸
试验区建设发展提供改革创新借鉴，为
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积累更多经
验。

建设更多改革“试验田”

2016 年 8 月底，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
川、陕西等省市再设立 7 个新的自贸试
验区，也是我国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参
照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新的自贸试
验区主要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级新
区、园区设立，每个都包含 3 个片区，面
积在120平方公里内。

王受文表示，这 7 个新的自贸试验
区与此前的上海、天津、福建、广东 4 个
自贸试验区，共同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
海统筹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
格局。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为了在
更大范围进行改革创新实践和探索，建
设更多改革开放“试验田”，进一步构建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王受文说，7个方案充分体现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总体要求，体现服务国
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借鉴上海等现有自
贸试验区成功改革试点经验，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聚焦“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以及“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
能力”“扩大内陆地区开放”等重大命题，
在投资、贸易、金融制度创新、事中事后
监管等领域开展改革探索，在有效防控
风险基础上打造开放高地。

“新试点的 7 省市将结合自身特点，

提出在自贸试验区探索推进国资国企改
革、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便利化
和贸易自由化、构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体
系、创新现代农业交流合作机制、创建人
文交流新模式等特色试点任务，与上海等
现有自贸试验区形成对比试验、互补试
验，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
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王受文表示。

布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此次新增的 7 个自贸试验区主要集
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此，王
受文表示，建设自贸试验区，目的就是
要形成能够在全国推广复制的改革经
验，同时为全国领域内的开放进行风险
测试。

“自贸试验区要向全国推广复制经
验。如果有中西部地区的，有东北地区的，
就能形成一些经验，进行风险测试，有助
于在全国范围更高层次、更广泛领域进行
推广。”王受文表示，选择中西部地区、东
北地区，主要考虑是将服务西部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
设等重大战略，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的深
度发展，深化两岸的经济合作。

此外，新自贸试验区在整体方案设
计上也考虑到了差异化问题，在试点内
容上进行立体化探索。辽宁重点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浙江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
要通过建设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国际油
品的储运基地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河

南要打造国际交通物流通道，来降低运
输费用；湖北重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
促进中部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接以
及相关产业升级；重庆将重点推进“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四川
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发战
略，结合创新要素；陕西将创新现代农
业交流合作机制，扩大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王受文表示：“这些不
同的自贸试验区试点各具特色，为的是
在全国能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全国来推广。”

展示全方位开放态度

近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
放方案公布。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上海
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新公布的方案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坚持对照最高
标准，查找短板弱项，以建设开放度最
高的自由贸易园区为目标，全面深化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改革举
措，向世界亮明我国全方位开放的鲜明
态度。

周波表示，这次改革方案更加突出
改革系统集成，不是单打独斗、单兵突
进的，而是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系
统集成，增强制度创新的整体性、协调
性、协同性和系统性，着力健全四个体
系：一是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和有序
竞争的投资管理体系；二是促进贸易转
型升级和通关便利的贸易监管服务体
系；三是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和有效防控
风险的金融服务体系；四是符合市场经
济规则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政府管
理体系。

周波说，新方案更加突出联动发展，
把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发展和党中央、国
务院给予上海的两个重要战略，一个是
金融中心的建设，另外一个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联动。同时，要
和上海的整体改革联动，还要更加注重
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充分发挥自贸试
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动结

构调整，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提升东北老工业基
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建成高端产
业集聚、投资贸易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法
治环境规范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引领东北地
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

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目标】 经过三年左右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基本实
现投资贸易便利、高端产业集聚、法治环境规范、金融服
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以油品为核
心的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显著提升，对接国际标准初
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

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服务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改革开放
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将自贸试验
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高端产业集聚、交通物流通
达、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高标准自
由贸易园区，引领内陆经济转型发展，推动构建全方位对
外开放新格局。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立足中部、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成为中

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
业集聚区、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高端产
业集聚、创新创业活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效便捷、辐
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在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建成投资贸

易便利、高端产业集聚、监管高效便捷、金融服务完善、法
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
园区，努力建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推动构建西部地区门户城市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立足内陆、承东启西，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西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领区、内
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先导区、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内陆开
放型经济新高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法治环
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创新要素集聚、监管高效便捷、协
同开放效果显著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在打造
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定位】 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全面改革开放

试验田、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
人文交流重要支点。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建成投资贸
易便利、高端产业聚集、金融服务完善、人文交流深入、监
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
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什 么 样 ？ 啥 特 点 ？ 怎 么 干 ？
——探访第三批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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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7个成员，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格局——

扩容自贸试验区彰显开放新姿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此次新设的7个自贸试验

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由此，我国自贸试验区建

设从“齐头并进”进入“雁行

阵”模式，形成了东中西协

调、陆海统筹格局。今后，自

贸试验区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

将更加全面，有助于在全国范

围内更高层次、更广泛领域进

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