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大
的特点是沿边，最大的特色是跨境。”云
南省副省长张国华告诉记者。

为此，云南自贸试验区作出了这样
的定位：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大开
发等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落实中央关于
加快沿边开放的要求，着力打造“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通道，建
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重要节点，推
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开放前沿。

结合这样的特色和定位，张国华认
为：“云南将充分发挥沿边和跨境优势，
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自贸区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一是积极探索沿边地区先行先
试政策。充分发挥云南沿边和面向南亚
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中缅、中老
泰、中越、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建设，打好沿边和跨境‘两张牌’，
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下一步，
我们会有具体的年度和阶段目标任务。
二是加快建设成为开放前沿、辐射中
心。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
战略，以‘五通’为抓手，加快推进中缅、
中越、中老泰等国际开放大通道建设，打
造区域跨境物流中心，建设沿边战略资
源储备基地。三是加强自贸区与各类平
台的联动发展。把自贸区作为最高水平
的开放平台，全面加强与国家级经开区、
综合保税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类开发开放平台的
联动发展，增强开放协同叠加效应，加快
构建全面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努力成为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在省内三个片
区试验的基础上，对成熟有效的试点经
验，要及时复制推广。”

在云南自贸区三个片区中，昆明片
区是面积最大，也是承担试验任务最多
的片区。昆明市市长王喜良告诉记者：

“我们将把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体制机
制创新，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昆
明片区的主要切入点。2018年，昆明市
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只有 78 项。我们
提出，营商环境全面对标上海，同时通过
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平台着力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把自贸区变为体制机制
创新高地，提高昆明市的影响力、竞争力
和辐射力。”

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在“境内关外”
模式的探索中、在“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中，不仅积累了大量对内
对外开放经验，也培育了一批适应开放
发展、先行先试的企业和管理人才。德
宏州副州长王宇表示，德宏将以开放创
新为切入点，紧紧围绕跨境这个关键词，
努力完成一批具有德宏片区特色的“自
选动作”。

“我们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贸
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
培育发展新动能。以制度创新为切入
点，全面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立足区位优势，优化与缅甸
等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推进跨境产能、跨
境金融、跨境电商、跨境旅游、跨境劳务
合作等发展，探索建立沿边开放新路径、
新模式、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王宇说。

云南自贸区红河片区具有北融滇
中、南接越南、东联两广、西通缅老的四
维度开放大通道优势。红河州州长罗萍
表示：“在统筹红河片区未来的建设与发
展中，我们将围绕自贸区红河片区与红
河综合保税区、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联

动发展，重点发展加工及贸易、大健康服
务、跨境旅游、跨境电商等产业，按照打
造面向东盟的加工制造基地、商贸物流
中心和中越经济走廊创新合作示范区的
功能定位，面向世界、对标国际规则，精
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围绕云南自贸试验区104项试点任务中
涉及红河片区的96项展开，重点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跨境人力资源合作、国际物
流大通道建设、平行进口汽车试点等13
项创新试点任务尽快落地生效，努力在
行政管理职能与流程优化、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跨
境旅游、跨境物流以及健康服务等领域
打造特色亮点。”

云南企业对云南自贸区建设普遍看
好，并希望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董事长周荣
说：“云南铁路将完善枢纽和节点，为自
贸区提供强有力的运力支撑。未来几
年，云南将打通中老、中缅、中越三条国
际通道，打造昆明、大理‘两个枢纽’及河
口、瑞丽、磨憨‘三个口岸商贸物流园
区’，逐步形成以昆明为中心，滇中城市
群曲靖、楚雄、玉溪1小时覆盖，大理、蒙
自、文山、昭通 2 小时通达，丽江、保山、
临沧、普洱、西双版纳3小时抵达的环省
铁路三大交通服务生活圈。”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周洪源表
示：“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将在当好云南
自贸建设金融顾问的同时，积极推进自
贸区金融创新，跟进自贸区重点项目、重
点业态，寻求传统业务新突破，培育金融
服务产品的创新高地，利用自贸区政策
红利，全面开拓各项自贸区业务，做好自
贸区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

云南自贸试验区——

打好沿边和跨境“两张牌”
本报记者 周 斌

8 月 30 日，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式揭牌。

按照战略定位，黑龙江省将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
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建成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的要求，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对
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枢纽。

根据《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总体方案》，黑龙江自贸区实施范围涵
盖三个片区：哈尔滨片区、黑河片区、绥
芬河片区。按照方案提出的发展目标，
黑龙江自贸区将“经过三年至五年改革
探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有国
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
建成营商环境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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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超过其他两个自贸片区总和，
哈尔滨自贸片区作为黑龙江自贸区核心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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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和寒地冰雪经济，建设对俄罗斯及东北
亚全面合作的承载高地和联通国内、辐
射欧亚的国家物流枢纽，打造东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增长极和示范区。“我
们将依托哈尔滨特有的资源、区位、历史
文化等优势，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
遇，加快推进片区建设。”哈尔滨市市长
孙喆说。

黑河片区和绥芬河片区位于中俄边
境地带，两片区功能划分均突出“跨境”

“对俄贸易”等主题，黑河片区重点发展
跨境能源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绿色食品、
商贸物流、旅游、健康、沿边金融等产业，
建设跨境产业集聚区和边境城市合作示
范区，打造沿边口岸物流枢纽和中俄交

流合作重要基地；绥芬河片区则重点发
展木材、粮食、清洁能源等进口加工业和
商贸金融、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建设商品
进出口储运加工集散中心和面向国际陆
海通道的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
纽，打造中俄战略合作及东北亚开放合
作的重要平台。

在哈尔滨创业的黑龙江国信优易数
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霏非常看好自贸
区成立后企业的未来。“我们作为一家信
息技术企业，哈尔滨自贸片区将重点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无疑
是利好。”宋霏说。

目前，已有企业瞄准黑龙江自贸区
开始投资。宝能国际景茂科技园、中俄
跨境综合物流枢纽及中央商务区等园区
已吸引大批企业入驻。就在黑龙江自贸
区揭牌当天，黑龙江省专门向该省各相
关部门布置改革工作，包括制度创新核
心任务、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形成产业集
聚、建立完善督察评估机制、强化片区协
调联动等方面工作将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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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东北振兴发展新动能、建
设以对俄及东北亚为重点的开放合作高
地等六大任务一个都不能少，都被纳入
制度改革和创新对象。”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说。在他
看来，制度创新将成为黑龙江最新、最
大、最强、最实的发展名片。

在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
主要任务和措施均突出“制度创新”这一
主题。比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黑龙江
自贸区建设将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和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建立健全
以信用监管为核心、与负面清单管理方
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在深化
投资领域改革方面，黑龙江自贸区将全

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黑龙江
自贸区制度创新工作的重点之一。孙喆
表示，哈尔滨自贸片区将对标国际投资
和贸易通行规则，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
先进经验成果，在行政管理、审批制度、
商事制度、监管制度等方面持续探索创
新、先行先试。

建设以对俄罗斯及东北亚为重点的
开放合作高地，是黑龙江自贸区建设的
重要任务。按照方案，黑龙江将围绕面
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进
一步扩大内贸跨境运输货物范围和进境
口岸范围。国家将支持哈尔滨片区设立
内陆无水港，并根据运输需求及境外铁
路建设情况，适时启动绥化至黑河铁路
扩能改造，推进绥芬河至俄罗斯格罗杰
阔沃区间铁路扩能改造，同时加快推进
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目前，黑河市已经提出，要发挥地缘
优势，打好跨境集群发展牌。黑河市市
长马里表示，黑河将与俄罗斯布拉戈维
申斯克携手发展，打造国际城市集群，实
现跨境集群发展，把黑河片区打造成为
中俄沿边跨境产业集聚区、边境城市合
作示范区和中俄沿边口岸物流枢纽，让
黑河成为新的投资发展热土。

同样紧邻俄罗斯，区位优势明显的
绥芬河片区将充分借鉴其他自贸区成熟
做法和经验，高水平编制实施方案，体现
对俄合作特色和面向东北亚区位优势。
绥芬河市委书记王兴柱表示，绥芬河将
提升口岸能级，发挥陆海联运通道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打造口岸集疏运体
系，加快与境外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探索
形成符合国际贸易、内贸货物跨境运输
所需要的多式联运模式。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建成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本报记者 苏大鹏

@@董小楽同学董小楽同学：：我的我的

大云南大云南，，越来越国际化了越来越国际化了，，

也可以让那些觉得我们大也可以让那些觉得我们大

云南穷以及各种不好的人云南穷以及各种不好的人

睁大眼睛看看睁大眼睛看看。。

@@照叶照叶：：云南必须抓云南必须抓

住自贸区建设千载难逢的住自贸区建设千载难逢的

机遇机遇，，搭乘自贸区建设快搭乘自贸区建设快

车车，，加速发展加速发展。。

@Beyourself@Beyourself：：老听老听说说

上海自贸区有多好上海自贸区有多好，，现在现在

在昆明也能体验了在昆明也能体验了。。希望希望

早点建好早点建好！！

@@欣欣向荣欣欣向荣：：彩云之彩云之

南将插上经济腾飞的翅南将插上经济腾飞的翅

膀膀，，古老的彩云之南将踏古老的彩云之南将踏

上时代的浪尖上时代的浪尖。。

@Greatjishuang：哈

尔滨江北：国家级新区加

自贸区！太“霸道”了！

@fxnxhang：恭喜哈

尔滨，希望哈尔滨能够重

振工业重镇雄风！

@黑鱼棒子：哈尔滨

自贸区定位非常高！辐射

欧亚的国家级物流枢纽！

全 方 位 全 面 振 兴 的 增

长极！

@大丰哥：希望老牌

工业区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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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瑞

丽市姐告边境贸

易区景象。

图② 云南自贸区红

河片区河口口岸鸟瞰。

图③ 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

经开区企业生产现场。

（全部为资料图片）

图④
松 花 江 江

北哈尔滨自贸片

区鸟瞰。

图⑤ 今 年 5 月

31 日，中俄合建首座跨境

公路大桥顺利合龙。

图⑥ 绥芬河高铁站一角。

（全部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