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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召开2021年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推出一批在上海甚

至全国具有一定突破性、引领性

的改革创新举措。证照联办、全

面实施告知承诺制、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一站式拿地开工、一站

式竣工投产、依托一体化平台集

成事中事后监管等，都在这些创

新举措之列。

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制度创

新和风险防范处副处长张楠介

绍，临港新片区正在酝酿突破性

政策，力争在2年到3年内成为国

内审批最精简、监管最精准、服务

最高效的“放管服”改革先行区，

打造全市最好、在全国最具示范

效应、在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营商环境“高地”。

2019 年 8 月 20 日，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这

不是区域的简单扩大和现有政策

的简单平移，而是更深层次更宽

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

开放。

制度创新是临港新片区的使

命所在。临港新片区在政策制度

设计上突出差异化探索，致力于

与国际最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

加大开放型经济风险压力测试，

实现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

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信

息便捷联通。

一年多来，临港新片区推动

制度创新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

成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

案》分解的 78 项任务中已落地、正在走流程或先行先试

71 项，继续对上争取 7 项；形成典型创新案例 67 个。临

港新片区纳入国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统筹

推进，政策制度红利逐步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短短一年多时间，临港新片区市场主体大幅增长，产

业体系初步建立，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2020年，临港新片区产城融合区范围内全口径工业总产

值 1703 亿元，同比增长 39%；生产性服务业营收 431 亿

元，同比增长 4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18 亿元，同比

增长55%，其中，产业固定投资336亿元，同比增长61%。

临港新片区成立以来，国家、上海市、新片区管委会

层面共出台政策文件 130个，涵盖金融、人才、财政扶持、

法治保障等 6大领域，跑出政策兑现“加速度”，增强企业

满满“获得感”。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还将出台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

务机构管理政策，正在积极洽谈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的

仲裁机构，着力优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经济全球化新态势及我国实施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战略部署，上

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按照“五个重要”目

标定位，在开放模式、核心功能、规则体系 3 个

方面实现创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贸试

验区新片区。

开放模式方面，商品和要素流动要在更大力

度开放基础上推进制度型开放。现在的国际经

贸关系中，与制度型开放相关的国际投资保护和

贸易自由化规则包括：削减和消除非关税壁垒

（补贴、技术检验、非国民待遇等），外商投资准入

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政府采购非歧视和透明

化原则，反对汇率等要素价格非市场导向扭曲

等。这些规则、规制及相应的行为审查标准和

管理模式不单单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层面的，还涉

及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临港

新片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积极推进制

度型开放，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努力

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

核心功能方面，要集聚配置全球高端资源

要素。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格局演进的前沿

趋势是，国际分工的边界已从产业结构层次转

换到价值链层次。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一

个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不但

表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更表现为在产业链全

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资金、信

息、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的集聚、配置、增值能

力提升上。“五个重要”目标定位所要求的“重要

基地”“重要枢纽”“重要跳板”“重要通道”“重要

试验田”，正是把握住了国际分工体系演进的前

沿趋势。临港新片区要按照增强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打

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

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规则体系方面，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

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临港新片区要根据

新片区实现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

出、资金流动便捷、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

执业、信息快捷联通的总体要求，精选权威

性、适用性国际规则，建立最具国际竞争

力的规则体系，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

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一方面要参

照国际权威的评估体系和指标，另一

方面也要主动参与全球自贸区评估

国际评价标准的制定，确立全球竞

争力最强发展坐标。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自
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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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滴水湖畔的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上海自贸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供图）

图② 上海自贸试

验区陆家嘴片区。

本报记者 沈则瑾摄

图③ 上海自贸试

验区外高桥保税区上海

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

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供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 7

年多来，“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持续深化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改革集成，不断增创

国际开放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建立了与国际

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为上海加快打

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战略链接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现“零”的突破

2013 年上半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超

常规的速度完成了从成立联合推进工作小

组到形成总体方案的阶段。2013 年 9 月 29

日，作为我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

祖亮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在投资、贸易、金融和事中事

后监管等领域率先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

接轨的制度体系，有 300 多项制度创新成

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从

2013 版的 190 条减少到 2020 版的 30 条。目

前上海口岸 100%的货物申报、全部的船舶

申报和出口退税业务都已通过‘单一窗口’

办理。”

“我们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打造国际一

流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从上海口岸出

口的货物申报，由 1 天加速到半小时，船舶

申报由 2 天加速到 2 小时，目前已向全国推

广。”运营上海电子口岸的上海自贸试验区

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

锋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不仅涉及海关，还涉及自贸

试验区内所有与投资和贸易有关的部门管

理体制的巨大改革，是营造自贸试验区营商

环境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2015 年 4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

正式揭牌，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

区、张江高科技片区等浦东开发开放第一

批启动的三大开发区正式纳入上海自贸试

验区，标志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一

个新阶段。几年中，三大片区都在上海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引领下取得跨越式

发展。

2019年 8月 2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临港是一片

被喻为东海之滨“一只正在起飞的‘金凤

凰’”的创新创业沃土，揭牌后这里的建设如

火如荼。

制度创新引领

浦东新区副区长杨朝告诉记者，7 年多

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

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形

成了众多向全国分层次分领域复制推广的

制度创新成果。

杨朝说，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特

点是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全面加强

改革系统集成；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

核心，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以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为导向，全面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为动力，全面推动

高质量发展。

制度创新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

发展动力。记者从上海统计局获悉，即使在

困难重重的2020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经济活

力依然明显增强，贸易便利化改革效应持续

显现，有力推动了浦东转型发展。

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代理记账许可

审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率先建立健全《浦

东新区代理记账行业综合监管办法》及配套

制度，依托代理记账行业综合监管平台，实

现可视化、智能化、协同化、精准化的全过程

闭环监管，改革后由原来 3 个工作日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部分变更和备案事项实现即

到即办，审批效率全市领先。

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发挥，首批保险机构接

入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位，自此实现银

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机构全覆盖。截至

2020年底，累计开立 FT账户 13.2万个，全年

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 54311.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4.3%，占全市比重为 41.4%；跨境人民币

境外借款总额6.7亿元，比上年下降84.2%。

贸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20 年 8 月

3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上海外高桥保税

物流园区转型为上海外高桥港综合保税

区。自贸文投平台作用显现，先后推出艺术

品进出口批文申办 5 个工作日完成、艺术品

进境免除 CCC 证明、艺术品进出境备案免

除文广局批文等贸易便利化创新措施。进

出境文化艺术品量从上年的 61 件增加至

2020 年的 2234 件，占全国总量 90%，保税区

文化艺术品累计进出境货值逾480亿元。

重点产业蓬勃发展。2020年，自贸试验

区高技术产业产值达 2905.7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6.7%；其中，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等行业分别增长37.6%、9.5%、2.1%。

推动全方位开放

近年来，浦东坚持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和

临港新片区建设为引领，不断提高开放的能

级水平，努力打造全方位开放的前沿窗口。

陆家嘴金融城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

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主战场。这里

已成为我国市场主体集聚、专业人才汇聚、

功能配套完备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和全球

最佳投资目的地，为全球企业对外投资、业

务布局和资源整合提供最好的发展平台。

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张宇祥

近日表示，将推动打造 2 幢 100 亿元税收

楼 ，希 望 陆 家 嘴 楼 宇 经 济 能 再 上 一 个 新

台阶。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桥样本”已由“加

工”升级为“智造”，正向着有全球影响力的

“智造创新集聚区”迈进。2020年 3月 12日，

金桥在上海率先打造的“金桥 5G 产业生态

园”开园，一个多月后，金桥综合保税区正式

挂牌。上海自贸试验区金桥管理局局长杨

晔说：“作为未来金桥开发建设的参与者，我

们将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迈向新征程。”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张江管理局副

局长付军说：“张江要瞄准世界前沿，加快布

局，把大科学设施集聚优势转化为基础科学

领域研究的创新优势、转化为关键核心领域

突破的技术优势，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2020 年 12 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策源

地上海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启动实施“全球

营运商计划”，将用 5年至 10年时间，培育一

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营运“头部”企业，在全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引领示范效应。上

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区管理局

副局长陈彦峰说，将从专业化服务、系统性

支持和开拓式创新三个方面着手，全力推进

全球营运商计划。

临港新片区独具“特殊经济功能区”和

“特殊综合保税区”叠加优势。“临港大发展

的机遇已经来临。”上海市委常委，临港新片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表

示，将加快探索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加大压力测试，不

断拿出更多突破性、引领性的改革创新制度

和实践成果，为国内提供上海经验、临港路

径，为国际提供中国智慧、上海模式。

杨朝说，下一步，上海自贸试验区将率

先落实中央对上海提出的使命要求，全面对

标国际规则，加大压力测试，着力打造升级

版，力争率先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

衔接的对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示范区，融通

全球资金、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的全

球资源配置功能示范区，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示范区，聚焦产业链、

价值链、生态链核心环节的高端产业引领功

能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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