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1日，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
试验区济南片区、青岛片区、烟台片区
同时挂牌。在济南片区，宇培济南电商
物流产业园、劲牛生物项目、济南高新
区检验检测产业园、济南大数据产业基
地集中开工；在烟台片区，世界500强
企业乐天集团进驻，京东云数字经济产
业中心等4家贸易总部扎根，11家科创
平台落户，荣昌生物新药产业化项目等
投资总额110亿元，涵盖生物医药、新
材料、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的
12个高质量项目集中开工……

“我们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把
自贸试验区打造成创新发展的先行区；
聚焦全球配置资源，着力把自贸试验区
打造成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聚焦培育新
动能，着力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新兴产
业的集聚区；聚焦转变政府职能，着力
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营商环境的样板
区。”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说，要把中
国 （山东） 自贸试验区建设成高标准高
质量自由贸易园区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

“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
机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机
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的重大机
遇。”山东省副省长任爱荣表示，自贸
试验区建设给山东带来了“三个重大机
遇”。为更好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山
东将对济南、青岛、烟台3个片区进一
步细分功能，明确定位。通过鼓励3个
片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创，积极开
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形成比学赶
超、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济南片区涵盖济南高新区和国际金
融城、齐鲁科创走廊等，是济南经济最活
跃、科技创新资源最聚集、产业层级最高
的区域。济南市市长孙述涛表示，除《中

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涉
及济南市的85项创新措施外，济南又增
加了77项自主创新措施。下一步，济南
将在 4 个方面开展探索，一是加快流程
再造与制度创新，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
对外开放新高地；二是加快产业升级与
扩大开放，打造引领动能转换的强引擎；
三是加快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打造科
技创新国际谷；四是加快业态创新与融
合发展，打造产业金融发展引领区。

青岛片区不仅是山东自贸区面积最
大、位置最重要的片区，也是试点任务
最集中的片区，青岛将在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推动贸易转
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高质
量发展海洋经济等“试验任务”中，带
动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先行先试，使山东
站上开放新高地。“以青岛片区内试验
先行，同时大力推进区内区外联动，引
入‘四新’等创新要素，积极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促进实现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青岛市市长孟凡
利说。

自 1984 年成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
城市以来，烟台又一次迎来了重大开放
机遇。烟台毗邻日韩，目前在烟台投资
的日资、韩资项目共5090个。2018年，
烟台对韩国、日本分别完成进出口 496
亿元、417亿元，均占山东省五分之一以
上。烟台市市长陈飞告诉记者：“自贸区
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

‘洼地’，是首创性的探索，不是简单优化
流程。我们将立足烟台实际，紧紧围绕
制度创新这个核心，坚持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辐射带动更大区域开放发
展，为全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新案例。”

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随洪光
看来，在对接日韩方面，山东自贸区与

日韩隔海相望，位置邻近，文化相似，
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互补，经贸往来频
繁，地缘优势突出。但同时也面临着诸
多挑战。“首先，如何将贸易和投资的
作用转化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动力，
以经贸往来带动产业配套，通过高水平
对外开放加深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通
过贸易、投资与产业联动实现优势互
补，加速山东省产业更新与新旧动能转
换，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其次，如何
发挥协同效应，形成空间溢出。现在的
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
群或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的集群竞争。应
当注意周边区域与自贸区规划相协调，
打破原有区域分割，整合省内资源，发
挥产业链条的传导性，培育具有辐射功
能的城市群，形成空间上的正向溢出。
再次，如何以开放促进改革，培育地区
经济发展的长远动能。自贸区的设立为
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先天条件，应当建
立制度创新和推广机制，将经验凝结成
方法，打开新思路，激发创造性。当前
的经贸合作较多依赖于地缘优势，经贸
伙伴以邻近国家为主。从长远来看，需
要在传统优势基础上培育新的核心竞争
力，才能从区域中心转型为全球性贸易
园区。”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海洋经济
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谭晓岚认为，山东
自贸区建设核心是“贸”，山东应找准
新一轮深化改革突破口，把建设国际大
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作
为自贸区建设核心；加快省内交易平
台、交易市场资源整合，加速推进山东
国际化商品交易平台建设；同时，还要
密切关注全球贸易市场发展趋势，建立
健全与国际金融和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
的制度体系。

山东自贸试验区：

建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本报记者 管 斌 刘 成 王金虎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江苏）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江苏获批新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南京、苏州、连云港
3个片区。南京、苏州、连云港“三角区”
将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
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与扩大开放。

“我们将把制度创新作为自贸区建
设的核心任务，构建高水平开放创新载
体和生态系统，加快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重要创新策源地，
全面提升南京对外开放水平。”南京市委
书记张敬华表示，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
片区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
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对外开
放合作重要平台。

“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落地之
后，叠加国家级新区战略，江北新区发展
必将再获新动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
济学博士后徐清说。

眼下，南京自贸片区依托丰富的科
教资源，组建了南京市江北高校联盟，拥
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工程技术中心
50多个，集聚了剑桥大学南京科创中心
等国内外知名高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数
百家，高新技术企业年新增数量超过
200 家。科教资源、人才汇聚成为南京
自贸片区创新驱动的动力，推动南京片
区现代产业集聚发展。

“南京国家级江北新区作为南京自
贸片区承载地，集聚了集成电路企业
200 余家，基因及生命健康产业链企业
700 余家，各类金融企业 500 余家。几
年前，这些产业几乎还是空白。现在新
区‘芯片之城’和‘基因之城’已初具雏
形，‘新金融中心’建设加速推进。”南京
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介绍，

片区将打造一批具有自主创新特色的高
水平开放创新载体，建设创新高原。

苏州片区将着力在贸易便利化、产
业创新发展、金融开放创新、跨境投资、
知识产权保护、聚集国际化人才等方面
开展特色化突破性制度创新，积极构建

“一区四高地”，即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
产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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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苏州工业园区主动借鉴上海
自贸试验区经验，组织实施 172 项重点
改革任务，28项改革经验在国家和省市
不同层面复制推广，成为全国开发区改
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蒋卫明介绍，在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方面，苏州自贸片区将探索优
化对细胞、组织切片等生物医药类基础
性原料的检疫准入，为生物医药产业集
聚区增添创新活力，去年生物医药产业
实现产值 780 亿元，同比增长 26%。“政
策落地后，将极大提升辖区对于生物医
药研发企业的吸引力。”蒋卫明说。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丁立新告
诉记者，苏州自贸试验片区提出31项政
策举措，尤其是在贸易便利化、产业创新
发展、金融开放创新、跨境投资、知识产
权保护、聚集国际化人才等方面的19项
政策措施具有突破性创新。

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共引进中科院
苏州纳米所等科研院所46家；集聚哈佛
大学韦兹创新中心、牛津大学高等研究
院等新型研发机构 500 多家；拥有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1046家。

“苏州工业园区将开放创新综合试
验园区等平台作为个性化制度创新的

‘自选动作’，与自贸试验区‘规定动作’
相结合，探索更多新举措。”苏州大学自
贸区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王俊表示。

在南京财经大学现代服务业研究院
副院长徐圆看来，连云港在江苏自贸试
验区 3 个片区中条件独特，是唯一拥有
海港的片区。“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陆枢
纽，连云港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东中西
区域合作示范区等多个国家战略中具有
突出位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宏介
绍，连云港开放优势明显，是江苏“一带
一路”交汇点重要城市，应打造成“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重要交流合作平台。

“连云港将探索与‘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和地区合作新模式、新机制，包括提
升航运服务能级，打造亚欧重要国际交
通枢纽；加快集聚优质要素，构建东西双
向开放重要门户；加快将连云港—霍尔
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
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标杆和示范项
目。”连云港市副市长吴海云说。

“连云港片区要充分发挥其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优势，定位
于以多式联运为核心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和港航功能创新示范区，成为临港先进
产业加工生产基地和区域性资源集散与
贸易中心。”徐圆说，建设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连云港片区，有利于发挥陆铁大
动脉和国际航运大港的综合运输优势，
加快在区域协同、产业合作等方面探索
创新，打造东中西部共享开放平台，带动
我国内陆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连云港市委书记项雪龙表示，连云
港将创新体制机制，在新起点上推动自
贸区建设提速提质，加快打造具有更强
辐射带动力的“一带一路”强支点。

江苏自贸试验区：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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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江 苏 自 贸

区连云港片区港

口鸟瞰。（资料照片）

图⑤ 江苏自贸

区苏州片区东方之门大

楼。 （资料照片）

图⑥ 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

鸟瞰图。 张兴荣摄（中经视觉）

图① 在

青岛多式联运中

心拍摄的集装箱。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 山东自贸区烟台

片区。 马双军摄（中经视觉）

图③ 在济南地铁 3 号线龙洞

庄站，中铁电气化局的工作人员在信号设

备室作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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