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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上海自贸区挂牌仪式在上
海外高桥保税区举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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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9月29日电 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29日正式启动运作。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为其揭牌。 36家
中外企业获颁证照， 首批入驻试验区。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 建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
大开放， 实现制度创新， 探索新途径、 积累新
经验， 对激发经济活力、 创造制度红利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力争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 建
设一个法制环境规范、 投资贸易便利、 监管高

效便捷、 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同
时， 加强和完善风险管控， 构建安全高效的开
放型经济体系。

现场获颁证照的36家中外企业 （含11家金
融机构） 中， 11家为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企

业， 经营范围涵盖金融、 商贸、 文化、 通信和
跨境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企业代表纷纷表
示， 期待在试验区高度国际化、 市场化、 法治
化的营商环境下加速发展， 为打造中国经济
“升级版” 作出贡献。

29日宣告成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受到国内外关注，是因为它被
赋予了重大的标志性意义。 这项试验怎
样推进、效果如何，将反映我国继续推进
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新力度、新成果。

建设自贸试验区既是国家交给上海
的重大任务 ， 也是上海谋求新发展的
“关键一招 ”。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言， 上海已经
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
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多年来， 上海实现前
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 ， 靠的是改革开
放、 先行先试。 面向未来， 上海要加快
推进 “四个率先”、 加快建设 “四个中
心”， 还要靠率先推进改革开放。

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
新。 要完成好这项任务， 难度大、 考验
多， 许多内容涉及改革 “深水区”， 尤
其是政府职能转变， 需要主动放弃许多
已经习惯的做法， 主动探索尚不熟悉、
尚不习惯甚至有风险的举措。 这就需要
继续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只要能够推
进改革开放， 为国家战略作出贡献， 就
应该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自贸试验区的探索涉及经济社会方
方面面， 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缩
影， 需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
关系、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 顶
层设计和 “摸着石头过河” 的关系、 胆
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
试验区在开展各项工作中既要有攻坚
克难的决心和勇气， 也要有高超的智慧
和坚韧的定力， 需要务实的工作作风，
需要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历
程， 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上海浦东
开发开放，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事实已经证
明， 只有以 “杀出一条血路” 的勇气和
自觉推进改革开放， 才能开辟出发展进
步的新天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 “第二
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
理当是其间波澜壮阔的一幕。 立足国家
战略，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善于担当的智
慧大胆探索，积极有序地推进自贸试验
区建设各项工作，才能不负中央的重托、
人民的期待， 才能无愧于这个火热的时
代。 （新华社上海9月29日电）

随着国务院正式下发总体方案，举世瞩目的
中国内地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破壳而出。在未来，它将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引领中国开放型经济“第二季”。

试验田：“载体”的现实需求
对于自贸试验区，多数人并无清晰认识。或

以为是特区、新区的延续，或认为是保税区的升
级版。事实上，其内涵要丰富得多。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肖林分析，自由
贸易区是一国或地区对外经济活动中， 在货物监
管、外汇管理和企业设立等领域，实行特殊经济管
理体制的特定区域，包括自由港、自由经济区、对
外贸易区等多种类型。当下，建设自贸区已成世界
一大潮流，如新加坡、美国纽约自由贸易区等。

为什么要设立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

当今世界殊。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
贸易、投资治理结构出现大调整，由美国主导的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快速推进，传统的
WTO体系局限性日益突显。 在这轮全球经济

“游戏规则”的重构中，中国须尽快抉择。自贸试
验区就是一个对接窗口，通过推进贸易、投资和
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来适应国际规则的变化。

突破口：“倒逼”的深层力量
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 试验区总体方案涵

盖了从贸易、投资、金融到行政的一系列制度创
新，某种程度上，堪称市场化改革的浓缩版。

揭开自贸试验区的面纱，其制度创新可概括
为“三自由一保障”：即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
自由和法制保障。贸易方面，试验区遵循“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原则，凡符合国际惯

例的货物均畅通无阻。投资方面，实行“非禁即
入”的原则：除了清单上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
以干。金融方面，试验区内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
本项目可兑换等重磅金融改革引人注目。

以开放促成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的改革可分两种：一
是“内源性”改革，如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
村改革；一是“外源性”改革，即用开放倒逼改
革，迄今为止已历经三波高潮：上世纪80年代初
建立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和
本世纪初加入WTO。“以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为标志， 我国将迎来第四波开放倒逼改革的高

潮，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与前三波高潮注重经济改革不同，第四波改

革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升级版：“示范”的战略意义
作为“试验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首先是国家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专家隆国强说：“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 是因为试验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和新
一轮改革开放。”

目标已明确： 经过两三年的改革试验，“力

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
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 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
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在中国经济史上，特定区域的改革开放，往
往能起到不可估量的“蝴蝶效应”。如果说，前三
波开放是中国面对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国际准则
的第一季开放；那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则
开启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第二季”。这是一
轮更高层级的开放，探索要素市场开放、政府边
界厘清和行政管制放开， 从而释放出新的增长
能量。 （据新华社上海9月28日电）

据新华社上海9月29日电 在29
日举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情况说明会上，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为试验区设计的配套政策。
金融创新、 负面清单和税制环境成为
其中的热点。

金融创新：
放宽准入 扩大开放

站在经济金字塔顶的金融业，在
自贸试验区内如何创新突破，备受各
界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
新说，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利率市场化
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在宏观
审慎框架内，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按全国统一部署稳步推进，成熟一项
推进一项。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介绍了银监
会对自贸试验区银行业监管的八项措
施，包括支持中外资银行入区发展经
营，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支持区
内开展离岸业务，简化准入方式，完善
监管服务体系等。“放宽准入”“扩大开
放”无疑是两大关键词。

证监会对自贸试验区的支持事项
则引发更多想象空间———同意上海期
货交易所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推进国际
原油期货交易平台筹建工作，引入境
外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允许符合条

件的个人或单位双向投资境内外市
场； 允许国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发行人
民币债券；开展衍生品境外交易等。

负面清单：
超八成外商投资改为备案制

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上海自贸
试验区将探索负面清单这种新的经济
管理模式。

所谓负面清单， 相当于投资领域
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
领域和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外
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说， 对负
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内外资一致的原
则， 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
案制。

毫无疑问，“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
将大大释放企业投资的活力。但是，其
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在金融、航运
等诸多服务业领域， 我国的发展较国
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差距。有人担心，实
施这种制度将打击国内竞争力较为薄
弱的产业。

正因为如此， 负面清单的内容备
受关注。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戴海波介绍， 在发展改革委和
商务部的支持下， 制定负面清单时按
国民经济分类，共列出18个门类1069
个小类。 其中对约190个小类有管理
措施，约占整个产业小类的17.8%。也
就是说， 超过80%的外商投资项目将
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税制环境：
15%企业所得税率尚不成熟

从以往特区、新区的经验看，税收
政策是外界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财政部关税司司长王伟介绍， 上
海自贸试验区内的税收政策将实行

“7＋2”， 即7项明确实行的税收政策
和2项探索实行的税收政策。 其中，
明确类政策包括鼓励投资的政策和促
进贸易的政策： 前者主要涉及非货币
性资产对外投资、 股权激励等2项政
策， 后者主要涉及融资租赁出口退税
试点、 进口环节增值税、 选择性征
税、 部分货物免税、 启运港退税试点
等5项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自贸试验区将通
过税收政策吸引高端人才集聚， 对试
验区内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
形式给予企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
奖励， 实行已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
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

王伟说， 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不
包括此前市场流传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降至15%”， 一是因为上海自贸区
注重经验的“可复制、 可推广”， 更
强调制度创新而非政策优惠； 二是自
贸区税制改革要符合国家税制改革的
方向， 遵循税制公平、 统一、 规范的
原则， 自贸区税收政策的前提是不导
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 在区内按
15%征收企业所得税目前尚不成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
36家中外企业首批入驻

■新华时评

立足国家战略
大胆推进改革

探路中国开放型经济“第二季”

俯瞰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外高桥保税区集装箱码头 （9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八部委解读上海自贸区热点

与WTO主要着眼于货物贸易
不同，“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
易”是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方案
提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
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
服务领域扩大开放， 营造有利于各
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在此之前， 由于开放不足、存
在一定的保护，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远不能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
需求。比如在财富管理方面，多数
人只能选择存款或理财产品，在通
货膨胀中资产不断缩水。 在教育、
医疗方面， 好的学校周围一房难
求，优质医院永远人满为患……

电商平台西游列国首席执行

官杨义华表示， 可以利用试验区
在海关监管上“一线彻底放开”
的优势， 开设一个跨境电子商务
网站， 让消费者同步购买全球的
打折商品。 “这个平台提供关税
代缴服务， 避免了在目前的代购
模式下， 货物被查扣的风险。”

“对外开放将影响金融、 旅
游、 教育和医疗等多个服务行业，
竞争主体多元化对老百姓是实实
在在的利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随着政策保
护消失和竞争意识改善， 服务业
企业只有拿出真本事， 方能分享
自贸试验区的蛋糕。

（据新华社上海9月27日电）

“鲶鱼效应”惠及民生
服务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