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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设立山东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设立山东、、江苏江苏、、广西广西、、河河
北北、、云南云南、、黑龙江黑龙江66个自贸试验区个自贸试验区，，并印发了并印发了《《中国中国（（山山
东东）、（）、（江苏江苏）、（）、（广西广西）、（）、（河北河北）、（）、（云南云南）、（）、（黑龙江黑龙江））自由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统称总体方案以下统称总体方案）。）。88 月月
2626 日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
受文表示受文表示，，中央决定在山东等中央决定在山东等66省区新设一批自贸试省区新设一批自贸试
验区验区，，是为了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和探是为了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和探
索索，，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

总体方案凸显四大特点总体方案凸显四大特点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积累新
经验经验，，从从20132013年自贸试验区工作启动以来年自贸试验区工作启动以来，，我国自贸我国自贸
试验区的建设布局逐步完善试验区的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
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大胆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大胆探索。。

王受文表示王受文表示，，根据党中央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国务院部署，，商务部商务部、、66
省区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中央赋予各自贸试省区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中央赋予各自贸试
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地方特点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地方特点，，研究制定了研究制定了66个自贸试个自贸试
验区总体方案验区总体方案，，方案有四方面的突出特点方案有四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一是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充分借鉴现有在充分借鉴现有
自贸试验区成功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自贸试验区成功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投围绕投
资资、、贸易贸易、、金融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提出各具特色提出各具特色
的具有系统性的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的改革试点任务集成性的改革试点任务。。二是突出二是突出
扩大开放扩大开放。。立足各自区位优势立足各自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和深化与周边国家和
地区经贸合作地区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三是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是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
势势，，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发展质量变推动发展质量变
革革、、效率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动力变革，，聚集新产业聚集新产业、、新业态新业态、、新模新模
式式。。四是突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四是突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对进一步对
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优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优
势与区位优势势与区位优势，，形成各有侧重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试点格各具特色的试点格
局局，，积极服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长
江经济带发展江经济带发展、、东北振兴东北振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

战略布局瞄准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瞄准对外开放

据介绍据介绍，，国家设立新一批国家设立新一批 66个省区自贸试验区个省区自贸试验区，，
目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目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广领域、、更多层次差别更多层次差别
化探索化探索，，开展对比试验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互补试验，，激发高质量发展激发高质量发展
的内生动力的内生动力，，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王受文表示王受文表示，，66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充分考虑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充分考虑
党中央党中央、、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的定位和要求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的定位和要求，，积极进积极进
行差别化探索行差别化探索，，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山东主要是通山东主要是通
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高质量推动高质量推动
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
合作合作，，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
设设。。江苏将通过深化江苏将通过深化

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在打在打
造开放型经济造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方面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方面
先行先试先行先试。。广西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广西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推推
动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动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
放等放等，，形成形成 2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河北将主要围绕服务京津冀河北将主要围绕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协同发展、、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等等，，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新型工业化基地新型工业化基地、、
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云南将通过与越云南将通过与越
南南、、老挝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建设连接南亚建设连接南亚
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开放前沿。。黑龙江将通过推动东黑龙江将通过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建建
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提升沿边提升沿边
地区开放水平地区开放水平，，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
中心枢纽中心枢纽。。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各地如何发挥自身各地如何发挥自身
优势落实中央定位优势落实中央定位””的问题时的问题时，，广西广西、、云南云南、、黑龙江等黑龙江等
地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地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充分学习借鉴有关国家和将充分学习借鉴有关国家和
地区以及国内先进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地区以及国内先进自贸区的成功经验，，通过各项创通过各项创
新举措创造更多的合作发展机遇新举措创造更多的合作发展机遇。。

自主改革聚焦五大领域自主改革聚焦五大领域

今年今年 77月月 33日日，，国务院召开了第国务院召开了第 5555次常务会议次常务会议，，
专门听取关于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专门听取关于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
主权工作情况的汇报主权工作情况的汇报。。此次公布的方案中此次公布的方案中，，主要在五主要在五
个领域对新设个领域对新设66个自贸试验区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个自贸试验区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一是聚焦贸易便利化一是聚焦贸易便利化。。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提出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提出
一系列政策措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比如，，江苏方案提出优化口岸通关江苏方案提出优化口岸通关
流程流程、、推进货物平均放行和结关时间体系化建设推进货物平均放行和结关时间体系化建设；；云云
南方案提出实施南方案提出实施““一口岸多通道一口岸多通道””监管创新监管创新；；广西方广西方
案提出与东盟国家案提出与东盟国家““单一窗口单一窗口””进行互联互通进行互联互通。。二是二是
聚焦投资便利化聚焦投资便利化。。如将外资人才中介机构如将外资人才中介机构、、无船承无船承
运运、、外资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的审批或备案管理外资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的审批或备案管理
权限赋予自贸试验区或有关地方权限赋予自贸试验区或有关地方。。三是聚焦金融创三是聚焦金融创

新服务实体经济新服务实体经济。。四是聚焦引进人才便利化四是聚焦引进人才便利化。。五是五是
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聚焦体制机制创新，，提出支持各地构建精简高效提出支持各地构建精简高效、、权权
责明晰的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和用编用人制度责明晰的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和用编用人制度。。

此外此外，，66 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在贸易在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人才管理和人才管理和
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都做了很好的设计都做了很好的设计。。

王受文同时介绍王受文同时介绍，《，《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将于明年将于明年 11 月月
11 日正式实施日正式实施，，根据该法规定根据该法规定，，国家根据需要国家根据需要，，设立设立
特殊经济区域特殊经济区域，，这就为设立自贸试验区提供了授这就为设立自贸试验区提供了授
权权，，““新设自贸试验区这一特殊经济区域新设自贸试验区这一特殊经济区域，，就是就是《《外外
商投资法商投资法》》的重要落实的重要落实。。””他表示他表示，《，《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中中
提到的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都会在自贸试验区提到的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都会在自贸试验区
里得到完全的贯彻里得到完全的贯彻。。外商投资促进体系外商投资促进体系、、外商投外商投
资信息报告制度资信息报告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都会在自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都会在自
贸试验区实施贸试验区实施，，““总之总之，《，《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适用于所有适用于所有
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并且要在自贸试验区里得到更好的并且要在自贸试验区里得到更好的
贯彻和贯彻和实施实施。。””

国家设立新一批 6 个省区自贸试验区，目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层次差

别化探索，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新增自贸区的改革任务侧重点各不相同，各自贸区将通过激活各类生产要素为中国经济发

展注入新活力，也会在促进共同繁荣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黑龙江：

打造对俄及东北亚合作中心
云南：

创新沿边跨境合作模式
河北：

融入环渤海自由贸易湾区
广西：

建设对东盟开放合作示范区
本报南宁8月 26日电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

“国家将全国各省区中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边境省区
广西纳入自贸试验区体系，是对广西开放发展高度重视
和充分肯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晋柏说，在
试验区建设上，广西将全力落实好中央的战略部署，将广
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引领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高标
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对广西自
贸试验区的定位准确，将对新时代广西开放发展高质量
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广西钦州市委书记王革冰说，钦
州市委、市政府将抓住机遇，为建设畅通国际大通道、打
造对东盟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区和打造西部陆海联通门户
港提供钦州方案和钦州经验。

广西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站站长黄光辉认为，自贸
区落户钦州港，北部湾港口将加速崛起。“我们要牢牢把
握机遇，构建以铁路、航运为运输主体，短驳、仓储为辅助
配套服务的发展新模式，打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
品牌，为广西自贸区的发展提供运输保障。”

钦州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吴碧波认为，自贸区钦州港
片区的设立，带来了历史机遇，对构建“大开放、大通道、
大港口、大产业、大物流”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盘和林表示，广西自由
贸易试验区对崇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崇左融
入了国家重大战略，崇左将成为广西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山东：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本报济南8月26日电 记者管斌 王金虎、通讯员

马双军报道：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的设
立，是继 1984 年烟台开发区成为国家首批 14 个沿海开
放城市开发区后，烟台改革突破、创新发展的又一国家级
重大开放平台和创新高地。

“根据总体方案要求，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了培
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和探索中
日韩三国地方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在我们烟台
片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成中韩贸易
和投资合作先行区、海洋智能制造基地、国家科技成果和
国际技术转移转化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
区相关负责人邹天峰告诉记者，在战略定位上，烟台片区
着力开展建设营商环境国际化样板、投资经营便利化典
范、贸易物流自由化枢纽、金融开放创新高地、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综合科技创新强区、国际区域合作标杆、现代
化海洋经济体系等八大任务，将烟台片区建成具有烟台
特色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下一步，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将立足产业
和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旧动能转换、机
制流程再造，努力将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建设成为
智能制造的聚集区、中日韩合作的先行区、海洋经济的示
范区、科技成果的转化区、现代服务业的样板区。

国新办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自贸区“扩围”——

完善自贸区布局 鼓励差别化探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江苏：

推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本报南京8月26日电 记者薛海燕 蒋波报道：国

务院印发《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打
造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让江苏自
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的金典纺织科技公司对于未来发展
信心满满。该公司总经理王丽萍说，江苏自贸区的设立，
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加优惠的政策，将
有效助推纺织企业培养国际贸易新型业态。

苏宁控股集团国际业务发展中心主任贾梦兴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未来江苏自贸试验区将打造高水平国际化
协同创新共同体，这个“大平台”可以有效加速苏宁国际
跨境业务发展，提高境外投资合作水平。

“江苏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的获批，有利于推动连
云港建成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强支点，有利于
加快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连云港市委书记项雪龙说。

南京大学自贸试验区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剑表
示，江苏自贸试验区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作为发展的定
位，既承担了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又符
合地方优势和自身发展需要。

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表示，苏州将依托江苏自贸试
验区这一广阔平台，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第四批30
项改革试点经验，在苏州片区打造全方位开放高地、国际
化创新高地、高端化产业高地、现代化治理高地。

本报石家庄8月26日电 记者陈发明 宋美倩报道：
“建设河北自贸试验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构筑区域开
放新格局的重大部署。”河北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
张记方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河北自贸区将聚焦京津冀协同
开放，推动建设以京津冀、辽宁沿海、胶东半岛为主体的环
渤海自由贸易湾区，构建区域开放新格局。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雄安
片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高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建设高端高新产业开放发展引领
区、数字商务发展示范区、金融创新先行区。张记方认为，
这将有利于雄安新区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成为建设
对外开放新平台和对外合作的新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
片区，是迄今为止国内首个跨省建设的自贸片区。廊坊自
贸区管委会筹备工作小组组长陈刚表示，廊坊将积极借鉴
先进地区经验，探索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投资贸易管理体制，
着力提升自由贸易便利化水平，紧扣大兴机场片区功能定
位，积极与北京大兴区开展对接合作，探索符合自贸试验区
发展实际的支持政策体系。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建军认为，中国（河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的设立，必然会与雄安片区、正
定片区、大兴机场片区形成有效分工、相互协调、集成创新，
通过各自发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对构建沿海
开放与内陆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本报昆明8月26日电 记者周斌报道：《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云南自贸试验区着力
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
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令
人振奋。

国家级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河流
说，昆明经开区未来将以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建设
为工作重点，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营商环境。昆
明经开区将通过 3 年至 5 年的改革探索，把云南自贸试
验区昆明片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交通物流通达、要
素流动自由、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生态环境一
流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区。

中国农业银行红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旭鹏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中国农业银行红河州分行将根据红河
片区定位，举全行之力做好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

瑞丽市样样好原石直播基地负责人蔡鑫告诉记者，
总体方案提出的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可以充分
发挥瑞丽市在中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可以巩
固瑞丽作为翡翠原石集散中心的地位，扩大本地翡翠贸
易；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人才来到瑞丽。

瑞丽市人大副主任闫德用表示，总体方案对瑞丽的
定位非常切合实际。瑞丽的发展将在历史机遇中实现跨
越式发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报哈尔滨8月26日电 记者苏大鹏报道：得知中
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的消息，黑龙江俄
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聪表示，成立黑龙江
自贸区并且明确打造对俄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枢纽，
更加坚定了企业扩大国际贸易业务的信心。

按照总体方案，黑龙江自贸区将经过 3 年至 5 年的
改革探索，努力建设成为营商环境优良、贸易投资便利、
高端产业集聚、服务体系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的高标准高
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未来将重点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这对于我们信息技术企业来说无疑是重
大利好。”黑龙江国信优易数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
菲非常期待自贸区成立后政府推出服务企业的便利
举措。

从地理位置看，黑龙江自贸区是我国最北端的自贸
区。对此，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表
示，随着黑龙江自贸区正式成立，黑龙江开放也将迎来新
布局。他认为，面积为 79.86 平方公里的哈尔滨片区将
成为支撑腹地和龙头中心，面积为20平方公里的黑河片
区将撑起中国最北自贸片区的一片蓝天，面积为 19.99
平方公里的绥芬河片区将奏响东出西联的陆海联运和哈
绥俄亚班列的组曲，这一格局展现了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行稳致远的稳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