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
在广西南宁市揭牌。同日，南宁、钦州
港、崇左三个片区也分别揭牌。如何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好自贸试验区，广西在
谋划，在行动。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国务院批复精神，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统
筹推进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与西部陆
海新通道、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中
国—东盟信息港等建设，努力把中国（广
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排头
兵和创新发展先行区，以高水平开放引
领高质量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鹿心社在揭牌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

鹿心社表示，一要突出自贸试验区
战略定位和广西特色，打造制度创新高
地；二要创新管理体制，对接国际一流标
准规则，打造营商环境高地；三要汇聚国
际国内先进产业与资本，建设开放型经
济高地；四要创新聚才引智机制，打造人
才聚集高地。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晋柏在揭牌仪
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广西自贸试
验区建设主要有四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抓制度创新创造“广西经验”。
国家批复的总体方案明确广西特色试点
任务79条，占比约66%。广西要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深化投资管理体制、贸易监
管制度和金融开放体制改革，探索形成
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全面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
监管法治化。

二是抓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依托自贸试验区，加
快北部湾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
通关效率、创新监管模式、降低物流成
本，不断提升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竞

争力。要借助新通道建设，深化与沿线
省区市和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积极
吸引和承接相关产业落户广西，以物流
畅通促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

三是抓沿边开放服务国家周边外交
战略。广西自贸试验区要依托区位和政
策优势，推动边境地区贸易创新和升级
发展。大力发展边境口岸加工业，打造
面向东盟和内地的进出口产品深加工基
地。深化以提升人民币东盟区域化水平
为重点的金融改革，强化面向东盟的人
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跨境投融资
服务。

四是抓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
业。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突破体制
机制瓶颈和障碍，打造社会成本低、便捷
高效的监管服务体系，加快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将广西自贸试
验区打造成投资热土，积极承接全球和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聚集，加快
经济发展。

南宁海关关长王志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与海关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达
30 多项。南宁海关将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探索与
东盟国家“单一窗口”互联互通，支持在
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现货
交易、保税交割、融资租赁业务，建设以
海铁联运为主干的多式联运体系，全力
支持打造西部陆海联通门户港。

南宁片区实施范围 46.8平方公里，
依托五象新区扎实的发展基础，既有首
府优势，又有政策叠加、资源富集和规划
先导优势，重点建设现代金融、数字经
济、文体医疗、加贸物流四大功能板块。

“南宁片区将重点在转变政府职能、
金融改革、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重要节点建设、国际交流合

作等方面开展改革创新，有机衔接广西
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中国—
东盟信息港、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等国家级平台建设，力争经过三至五年
的改革试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南宁模
式’。”南宁市市长周红波说。

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是首批沿
边自贸区之一，肩负着沿边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新使命。其战略定位是创建跨
境产业合作示范区、构建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陆路门户、打造沿边开放新高地。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结合
国家、自治区的部署要求，把广西自贸试
验区崇左片区作为开放创新的重大平台
和头号工程，发挥边境城市独特优势，因
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水平的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崇左市市长何良
军说。

钦州港片区占地 58.19 平方公里，
是广西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占地面积最
大的片区，涵盖了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钦州保税港区、中马钦州产业园三大
国家级开放平台。

““加快建设时间最短加快建设时间最短、、服务最好服务最好、、效效
率最高率最高、、效益最优的国际贸易新通道效益最优的国际贸易新通道，，是是
我们钦州港片区的重要使命我们钦州港片区的重要使命。。未来三未来三
年年，，我们将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将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重点
建设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东航道二东航道二
期扩建期扩建、、2020万吨级集装箱航道及码头等万吨级集装箱航道及码头等
工程工程；；着力构建现代港航服务体系着力构建现代港航服务体系，，重点重点
推进无水港和海外仓建设推进无水港和海外仓建设，，加密班轮班加密班轮班
列列，，建设现代航运服务集聚区等建设现代航运服务集聚区等；；着力提着力提
升通道核心竞争力升通道核心竞争力，，重点开展重点开展‘‘提效降费提效降费
优服优服’’攻坚活动攻坚活动，，探索集装箱全生命周期探索集装箱全生命周期
管理和海铁联运管理和海铁联运‘‘一口价一口价、、一单制一单制’’，，打通打通
海铁联运各信息系统海铁联运各信息系统，，升级国际贸易升级国际贸易‘‘单单
一窗口一窗口’’，，大幅度减单证大幅度减单证、、减环节减环节、、减时减时
间间、、降成本降成本。。””钦州市市长谭丕创说钦州市市长谭丕创说。。

广西自贸试验区:

面向东盟写好边海文章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通讯员 唐桂花

根据方案，河北自贸试验区主要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雄安新区两个国家战略，积极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科技成果转
化，以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新型
工业化基地、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
先行区为四大战略定位。

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表示，强化机
遇意识，摒弃陈旧观念、惯性思维和“一
亩三分地”的狭隘思想，加快建成贸易投
资自由便利、高端高新产业集聚、金融服
务开放创新、政府治理包容审慎、区域发
展高度协同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
园区，绝不辜负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
任与重托。

大兴机场片区是国家首次跨省级行
政区域设立的自贸试验区片区。“这是北
京和河北共建共享制度创新的新平台，
是京冀两地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认为，大兴机
场片区将有利于探索创新跨省域管理的
体制机制，推动京津冀加快构建统一、开
放、有序的市场体系。

河北自贸试验区将围绕区域合理分
工、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等
方面提出制度创新举措。具体措施包括
支持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及周边
开发区与自贸试验区深度合作创新发
展；已在北京、天津取得生产经营资质、
认证的企业搬迁到自贸试验区后，经审
核继续享有原有资质、认证；允许符合条
件的注册地变更到自贸试验区北京、天
津企业继续使用原企业名称等。

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表示，立足大
格局，加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着手建
立廊坊区域临空经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和智库，重点围绕自贸试验区制度创
新、产业结构升级、临空经济发展等方面

开展前瞻性制度研究。
同时，廊坊将紧扣大兴机场片区功

能定位，积极与大兴区开展对接合作，努
力实现片区两大区域基础设施互通共
享、监管服务互信共依、平台数据同业共
通、产业链互补共升，加快推动临空经济
区与自贸试验区的改革联动、发展联动。

河北省副省长夏延军表示，将支持
雄安新区建设金融创新先行区，探索监
管“沙盒机制”，支持股权众筹试点等。
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支持商业银行
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开展合格境
外有限合伙人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业务
试点等。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研究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进入
银行间外汇市场等。

河北自贸试验区将结合雄安新区总
体规划和建设开放发展先行区的有关要
求，建设高水平综合保税区，发展各类新
型贸易业态；建设数字商务发展示范区，
支持建立数字化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推进
基于区块链、电子身份确权认证等技术的
大数据可信交易等；推进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创新发展，建立人类遗传资源临床试
验备案制度，建设基因数据中心等。

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东升
认为，“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支持
在雄安片区设立综合保税区”将使雄安
新区形成三区合一的政策叠加优势，从
而为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提
供高能级的对外开放平台。

正定片区拥有综合保税区、正定高新
区、正定国际机场等重要功能区，航空、高
铁通达全国、连接世界，具备发展大产业、
大物流、大开放的良好基础。

石家庄市市长邓沛然表示，对标国
际一流开放标准，找准创新切入点，全面
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在投资促进保护机制、国际
航权、低空飞行服务、生物医药全球协同
研发等方面大力改革创新，尽快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开放
创新中心，河北自贸试验区将加快实施
一系列产业开放创新政策措施，主要包
括推动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开放发
展，支持石家庄建设进口药品口岸、设立
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支持建
立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和公共技
术平台，开展医疗器械跨区域生产试点
等。同时，推动装备制造产业开放创新，
支持建设国家进口高端装备再制造产业
示范园区，试点高附加值大型成套设备
及关键零部件进口再制造等。

与此同时，河北将依托陆海空综合
交通优势，打造国际贸易重要枢纽。河
北自贸试验区依托发挥雄安综合交通枢
纽、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曹妃甸
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铁联运优势，
在发展航空服务业和航运服务业、开展
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等方面深入探索。

曹妃甸港是全国 4 个可停泊 40 万
吨巨轮的港口之一。“建好曹妃甸片区，
不是打造政策洼地而是建成创新高地，
不是简单地优化流程，而是开展首创性
探索。”唐山市市长丁绣峰告诉记者，在
曹妃甸片区将全力推动国际大宗商品贸
易、港航服务、能源储配、高端装备制造
等产业开放发展，打造国家进口高端装
备再制造产业示范园区、国际商贸物流
重要枢纽。同时，探索自贸+综保+跨境
电商新模式，拓展矿石混配、能源储配及
钢铁、木材等大宗商品交易，提升跨境贸
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水平，打造总量万
亿级、税收百亿元的国际商贸物流产业
集群。

河北自贸试验区河北自贸试验区：：

对标国际一流高标准建设对标国际一流高标准建设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建平建平 7575：：自贸试自贸试

验区不仅会吸引更多外验区不仅会吸引更多外

资资，，也会给老百姓带来也会给老百姓带来

实惠实惠。。以前通过跨境电以前通过跨境电

商平台商平台““海淘海淘””，，河北有河北有

了自贸试验区后了自贸试验区后，，全球全球

买买买更便捷买买买更便捷、、品种更品种更

丰富丰富。。

@@草原草原__古香古香：：曹妃曹妃

甸新挂了自贸试验区这甸新挂了自贸试验区这

样 一 块 含 金 量 高 的 牌样 一 块 含 金 量 高 的 牌

儿儿，，威风威风！！

@nanan@nanan：：家门口也家门口也

有了自贸试验区有了自贸试验区，，我这样我这样

的国际人才终于有用武之的国际人才终于有用武之

地啦地啦。。

@@铁哥铁哥：：广西这次广西这次

可真要抓住机遇了可真要抓住机遇了。。市市

场要更开放场要更开放，，准入要一准入要一

视同仁视同仁。。

@@执汝之手执汝之手：：希望希望

广西再接再厉广西再接再厉，，不负党中不负党中

央和国务院重托央和国务院重托，，雄起雄雄起雄

起雄起起雄起！！

@@君子剑君子剑：：广西自广西自

贸试验区分为南宁贸试验区分为南宁、、崇左崇左

和钦州港三个片区和钦州港三个片区，，有沿有沿

边也有沿海边也有沿海，，充分反映了充分反映了

广西区位优势和开放优广西区位优势和开放优

势势。。希望三个片区既有分希望三个片区既有分

工竞争工竞争，，也能呼应互动也能呼应互动，，

促进广西产业转型和经济促进广西产业转型和经济

发展发展。。

图图 ①① 钦 州 保 税钦 州 保 税

港区港区。。

图图②② 远眺自贸试验区远眺自贸试验区

南宁片区南宁片区。。

图图③③ 崇左片区凭祥综合保崇左片区凭祥综合保

税区卡口税区卡口。。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④④ 石家庄石家庄

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⑤⑤ 轮 船 靠 泊 在轮 船 靠 泊 在

河河北自贸试验区曹妃甸片北自贸试验区曹妃甸片

区内的文丰码头装卸货物区内的文丰码头装卸货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摄摄
图图⑥⑥ 河北自河北自贸贸试验区雄安片区试验区雄安片区

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牟 宇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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