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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引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审视与提升路径*

陈 萍

摘 要：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此背景下，以自贸试验区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成为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全面

审视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自贸试验区在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化、平台建设助

推、开放规模扩大、开放深度发展、开放格局重塑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存在问题，发现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

的实现路径有：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夯实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基础；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化产业结

构，打造高水平开放竞争新优势；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助推开放平台建设，增强高水平开放支撑力；以自贸试验区建

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高水平开放影响力；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科技创新，筑牢高水平要素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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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是推

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是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扩大开放的领域，通过加快

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制度高地，从而不断提高开

放的质量。二是优化开放布局，加快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逐步形成开放新格局。三是促进开放制度

创新，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应对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此

背景下，以自贸试验区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新

一轮高水平开放成为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课

题。自贸试验区是开放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学理上

审视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发展的辩证关系，从

实践上审视自贸试验区在高水平开放发展中的作

用和存在问题，才能将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改革试验

更好地用于倒逼高水平开放。

一、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关系的审视

从学理上重新审视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内涵差异，认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水平开

放的内在要求，才能建立中国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

平开放的辩证关系。

1.自由贸易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形态

贸易自由化的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

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

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有利于增加本国福利，生

产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也是有利的，通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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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有无，各国都能提高财富总量。20世纪三四十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降低贸易壁垒，贸易自由

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

织，在非歧视的基础上相互削减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壁垒，任意两个成员国之间达成的关税减让协议将

无条件地扩展到所有其他的成员国。一种是几个

国家以地域为基础组成小集团，签订区域贸易协

定。在这种区域贸易协定中，只有签订协定的成员

国之间降低贸易壁垒，而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则

相对较高。每个成员国自己决定所采用的国内贸

易政策，但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要给予协定内其

他成员国优惠待遇。

区域贸易协定根据贸易自由化层次不同，分

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

等。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简称 FTA）是

区域贸易协定的一种，几个贸易国之间通过达成

协议，相互取消所有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

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经济体内的厂商可以

自由输出和输入商品，但每个成员国仍保留自己

对非成员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截至 2019年，根

据 UN Comtrade数据，中美韩三国自由贸易伙伴

数分别为 24、20、51个，而自贸伙伴间贸易规模占

其总贸易规模比重分别为 25%、40%、68%，中国

FTA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与通常意义上自由贸

易区相区别的是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简称 FTZ），是在中国境内划出一部分

区域，该区域实施的海关监管制度与其他区域不

同，进出口的货物关税政策也与其他区域不同，被

认为是在关境以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

的功能区域。由于其“境内关外”的特性，能大大

提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吸引更多

外商投资企业和扩大贸易量，因此称为自由贸易

试验区（见表1）。

2.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定阶段和背景下展

开的，中国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即通过加

工贸易方式，为跨国公司做代工，加入全球价值链

中，从而形成了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这个巨大

引擎的拉动下，中国的国民经济连续 40年高速增

长，并于 2013年第一次成为货物贸易大国，在此之

后，虽然2016年被美国反超，但2017年至今又稳居

贸易第一大国宝座（见图 1）。自由贸易下的开放，

贸易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劳动、资本、技

术等要素的流动带来经济的增长，表现为贸易双方

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经济体由封闭到开放的过

程，也是经过全球多个国家开放实践检验的发展过

程，如图2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表1 自由贸易区（FTA）与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区别

区别

相似

设立主体

涉及区域

核心政策

自由贸易区（FTA）
两个或以上主权国家（或地区）

包含多个关税区全境

贸易区成员之间贸易开放、取消关税壁垒，同时又保
留各自独立的对外贸易政策；协议外国家不享受优惠
政策，具有排他性

两者都旨在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商务的展开

自由贸易试验区（FTZ）
单个主权国家

一个关税区内的小范围区域

海关保税、免税政策为主，辅以所税税费的优
惠等投资政策；所有国家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不具有排他性

图1 1978—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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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开放的本质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当

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参与开放的经济体要素流动

性已经足够充分，由要素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

将会越来越有限。加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积

累的一些问题，如发展失衡、公平赤字、数字鸿沟

等，在世界经济周期性因素作用下得到放大，进而

引发了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保护

主义的抬头，致力于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将成为开放的主旋律，经济全球化从以往

的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的改革创新探索，与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

总体要求高度一致，也是更高水平开放的深刻内

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2020年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

制度型开放转变。钱克明（2019）、徐康宁（2019）、

崔卫杰（2019）在探讨制度型开放内涵和意义的基

础上，认为制度型开放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内

涵。荀克宁（2019）、李思敏（2020）认为自贸试验区

建设的实践为对外开放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制度环

境，从而在更高起点上支持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

化。张二震等（2019）、戴翔（2019）通过研究发现，

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接轨

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提出自贸试验区

引领制度型开放的路径。

自贸试验区自建设之始，就一直强调对标国际

先进规则，紧紧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进行改

革创新的实践和探索，在全国层面就有 300多项制

度创新成果得到复制推广，从多方面重塑中国高水

平开放的规则体制，形成了大量制度创新成果。同

时，自贸试验区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

管等方面，提出了各具特色、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的

改革试点任务，对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

强。可以说，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适应了中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转变的需要，具有制度型高水平开放的时

代特征。

二、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平台

作用的审视

高水平开放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

必然选择，自贸试验区建设本身就是高水平开放制

度发展更为完善的高级形态，是高水平开放发展的

平台。从2013年首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中国自

贸试验区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在前期“1+3+7+1”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容为“1+3+7+1+6”的新格局。自

贸试验区在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化、平台

建设助推、开放规模扩大、开放深度发展、开放格局

重塑中都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

1.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开放发展制度环境的优

化作用

自贸试验区是国家的试验田，更是是制度创新

的高地。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提升营商环境、降低贸

易门槛、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加快区域经济一体

化、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为主要目标，在“投资便利

化、贸易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行政管理深度简化”

等方面共同营造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自贸试验区是高水平开放的

平台，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开放

建设依托自贸试验区，带动对外开放协同发展，所

以自贸试验区是高水平开放建设的最佳助攻。

以河南自贸试验区为例，2019年河南自贸试

验区出台行政管理体制、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

等多个领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措施，为企业注册

融资、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

降低企业注册资本、深化离岸金融市场改革、放宽

外汇管理、开放融资租赁等；在服务领域，政府起

到带头作用，实施“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措施，带

动服务行业优化自身服务。同时，自贸试验区不

仅对周边优势资源具有“虹吸效应”，还可以通过

优化高水平开放营商环境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带动其发展。

图2 开放、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贸试验区引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审视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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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

作用

从高水平开放概念的提出到实施，开放定位不

断提升，已成为对外开放的总规划，成为探索开放

发展的新模式。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发展之

间具有支撑与引领关系，自贸试验区支撑高水平开

放建设，同时引领经济的高质量开放发展，构成对

外开放发展载体。从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成立至今，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复制推广了

223项制度创新成果，“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生

产型出口企业出口退税服务前置”“中欧班列集拼

集运”等创新做法已在全国落地，有力地疏通了堵

点，带动全国营商环境优化，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8.6亿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额79.63亿
美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652.35亿元。其中，自

由贸易账户功能不断拓展，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

理，成为境外融资、结售汇便利化等许多重要金融

改革的基础（见表 2）。在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上，

自贸试验区也围绕各自战略定位、结合资源禀赋和

比较优势，开展差别化的探索，在制度创新、服务产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截至2019年
8月底，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新增注册企业达到

50099家，注册资本5873.8亿元，是自贸试验区成立

前的近3倍，平均每天入区企业80余家。自贸试验

区成立两年多来，郑州片区新签约重大项目128个，

签约总金额 2508.5亿元；新开工项目 79个，总投资

金额 2150亿元；32个项目竣工投产，其中，投资额

亿元以上项目101个，世界知名企业日本住友、美国

利宝保险、世邦魏理仕、独角兽公司APUS全球第二

总部、宝能郑州中心等一批项目落地建设。郑州片

区累计实现合同利用外资 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

资9.5亿美元，片区有进出口企业2004家，实现进出

口总额490.1亿元，累计实现税收803.1亿元①。

3.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开放的贸易规模扩大

作用

自贸试验区自建设以来，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减少或取

消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积极

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提升利

用外资综合质量。大力引进国际组织和机构、金融

总部、区域性总部入驻自贸试验区。构建对外投资

合作服务平台。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将自贸试

验区建设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

台。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

属省级管理权限的，由自贸试验区负责备案管理，

极大提升对外贸易的规模。

以河南省为例，2010—2019年河南外贸进出口

总值由 1783151 万美元跃升至 8247439 万美元，

2019年河南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稳居中部六省

第一位，增速高于全国 0.2个百分点。在 2016年进

出口总额增速下滑的情况下，2017年进出口总额实

现9.01%的快速增长。这一年进出口的增长与自贸

试验区的成立密切相关，自贸试验区成立当年就实

施多个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和“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大通关建

设，完善“一站式”服务体系；稳步推行“一次申报、

分步处置”通关模式，对进出口货物实行“进口直

通、出口直放”，提高通关效率，有效压缩通关放行

时间②。与此同时，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和活力，河南的经济总量于 2010年、2013
年、2016年先后跨越2万亿元、3万亿元、4万亿元台

阶，2019年首次突破 5万亿元，融入全球经济大循

环的进程也在加快（见表 3）。2019年，全省新设外

资企业 214家，实际吸收外资 187.3亿美元，增长

4.6%③。随着河南发展放到全国大棋盘中谋划推

动，在对接大局中探路子，推动对外开放不断迈上

新台阶，逐步构建起河南高水平开放的框架体系。

4.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开放深度发展的助推

作用

在前四批批复的 12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省份的数据来源：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2 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主要经济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商品销售总额

服务业营业收入

外贸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期末监管类金融机构数

单位

亿元

亿美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个

绝对值

588.6
79.63
725.68
4652.35
1602.9

43008.39
5787.3
14841.8
4493.5
921

比上年
增长（%）

-9.2
17.6
13.7
-2.5
5.8
4.5
9.9
4.4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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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贸试验区改革被多次列

为重点任务，各自贸试验区根据自身特色功能定

位，主要提出以下深化改革措施（见图3）。首先，已

有的自贸试验区升级扩容。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

2014年第一次扩容，面积由最初的 28.78平方千米

扩展到120.72平方千米。首次扩容之后，新增企业

数量快速增加。2019年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再度

扩容，面积接近 120平方千米的临港新区被定位为

“新的经济功能区”，可以看作是自由港功能试验

田。截至2019年6月底，上海自贸区共计新设企业

逾 5.5万户，是前 20年同一区域设立企业数的 1.5
倍。新设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从挂牌初期的 5%
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根据规划，临港新片区到

2035年，区域生产总值将超过 1万亿元，相当于再

造一个目前的浦东新区。由此可以看出，扩容的经

济集聚效应十分显著。此外，广东自贸试验区正在

进行扩容探索，天津自贸试验区要全力打造自贸试

验区升级版，完成“深改方案”128项制度创新任

务。其次，加强贸易便利化。浙江、福建、湖北和河

南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再次，互联互通释放红利，四川和陕西等

中西部地区将利用自贸试验区优势，畅通开放渠

道，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最后，加速自由

贸易港建设，海南将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争取在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部分领域、部

分园区探索实施自由贸易港部分政策。

5.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形成的作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路径经历了从保税区模式到

综合保税区模式，再到如今的自贸试验区模式探索

过程。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中国已经分多批

次批准了18个自贸试验区，初步形成了“1+3+7+1+
6”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

的开放态势，推动形成了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

局。2013年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形成第一个经济增长

极点，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原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

基础上，通过经济增长极化效应，由东向西扇形扩

区辐射，增加陆家嘴、张江、金桥、世博 4个片区次

级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通过点扩散模式扩大贸

易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又分别增加第二梯队和

第三梯队的自贸试验区广东、天津、福建、重庆、四

川、陕西、湖北、浙江、辽宁、河南、海南、山东、江苏、

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 17个自贸试验区，这每一

表3 2010—2019年河南进出口总额及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783151
3262258
5173881
5995687
6497221
7378056
7121310
7763009
8281363
8247439

进出口增速（%）

—

82.95
58.60
15.88
8.36
13.56
-3.48
9.01
6.68
-0.4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3092.36
26931.03
29599.31
32191.3
34938.24
37002.16
40471.79
44552.83
49935.9
54259.2

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

—

16.62
9.91
8.76
8.53
5.91
9.38
10.08
12.08
8.66

数据来源：2019年《河南统计年鉴》。

图3 自贸试验区改革的四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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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贸试验区都是一个区位节点。在节点的基础

上，再沿长江经济带轴线、丝绸之路经济带轴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轴线扩散至轴线发

展阶段，在轴线之间的贸易中以点带面，形成贸

易开放的网格，实现可复制可推广创新经验向全

国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实现更高水平开放（见

表 4）。可以说，自贸试验区是高水平发展战略布

局中的重要节点，也是高水平开放连接跨市、跨

区、跨省协同发展的“接力棒”。在高水平开放发

展中，以自贸试验区为重要支撑节点，形成以点

带面、协同联动区域经济，形成高水平全方位开放

的新格局。

表4 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

开发方式

点分布

轴分布

网格分布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

自贸试验区内部扩区

自贸试验区外部扩容

沿长江经济带轴线分布

沿丝绸之路经济带轴线分布

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轴线分布

长江经济带轴线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轴线相衔接的T型网络开发结构

涉及的自贸试验区

上海自贸试验区

上海自贸试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陆家嘴、张江、金桥、世博4个片区

增加广东、天津、福建、重庆、四川、陕西、湖北、浙江、辽宁、河南、海
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17个自贸试验区

上海、浙江、武汉、江苏、重庆、四川、云南自贸试验区

广西、云南、陕西、河南自贸试验区

辽宁、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自贸试验区

上海、浙江、江苏、武汉、重庆、四川、云南、广西、黑龙江、辽宁、天津、
河北、福建、广东、海南自贸试验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三、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发展存在

问题的审视

全面审视自贸试验区对高水平开放发展的作

用可以看出，虽然自贸试验区发挥了较大的引领带

动，但仍然存在部分领域的制度创新力度不够、市

场开放与全球经贸规则新标准仍有较大差距、高新

人才短缺、政策的复制推广效果有待加强、营商环

境有待改善等问题。

1.部分领域的制度创新力度不够

相较于其他区域，自贸试验区是制度高地，各

地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和“深化改革方案”都

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开展体制机制的深度改革。

从自贸试验区的实践情况看，受传统经济体制和思

想观念的影响，自贸试验区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阻力

大，部分领域的制度创新力度不够，导致“总体方

案”和“深化改革方案”落实推进不均衡的问题。自

贸试验区的三大改革目标贸易便利化、金融便利化

和投资便利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改革进展较快，

但金融和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进展较慢，而且有些

只涉及单一部门改革创新。此外，部分领域改革尝

试的广度需要进一步提高。比如贸易便利化的一

项重要改革，是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2018年2月

份，商务部和原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实行外

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一窗口、单一

表格”受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备案制的实行要求政

府转变监督管理方式，将监管的重心由事前放在事

中和事后，营造更为规范、健康、顺畅的市场运营环

境。这是一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实质是政府

职能的转变。在实践中，审批制转为备案制后，政府

的角色虽然有所弱化，但其他主体的监督模式并未

完善，一些信誉公示网络平台尚未建立，商会等社会

中坚力量没有到位，市场监督和治理效果不佳。

2.市场开放与全球经贸规则新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自贸试验区要密切跟踪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

准演进新趋势，通过规则变革和制度设计优化，形

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规则

和制度体系，从而倒逼国内改革，建立和系统推进

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改革机制，引领新一

轮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

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

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自贸试验区在实践中，已有

的一些制度创新探索和实践，面临开放力度不足的

问题，与国际规则尚未完全接轨，在机构设置创新

方面也存在差距。以负面清单为例，20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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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 190条减少至 37条

（见表5），有了很大进步，由于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

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外资准入壁垒都很高，外

资投资限制较多，高效利用全球要素尤其是创新要

素难度仍然较大，实现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还需

要做出更大努力。

3.高新人才短缺，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技的飞跃性进步，

人才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制度变革

的重要推动力量。自贸试验区要想引领高水平开

放发展，必须具备一批懂得最新的经贸规则、懂得

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趋势的人才。各自贸试验区在

建设过程中都能意识到人才资源在未来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通过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吸引高新人才。

在人才争夺中，北上广地区由于优惠政策、薪资待

遇、工作环境等方面更具竞争力，深受广大中高端人

才的青睐。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不但

吸引不来外来高端人才，还存在内部高新人才外流

现象，从而导致科技发展领域落后，制度创新能力不

足，这成为中西部自贸试验区普遍面临的严重问题。

4.政策的复制推广效果有待加强

自贸试验区要通过部分创新措施实行，对周边

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管理制度的推广可以有

效提升管理部门的协同性和透明度，以便提升贸易

便利化。自贸试验区的一些成功的政策，是多个部

门协作的结果，这些协同部门在试验区内有特殊政

策，但在试验区之外推广中，与推广政策相配套的

体制创新的政策措施和系统集成不够，政府职能转

变不到位，对自贸试验区的配套政策措施不到位，

有些政策措施推广存在滞后问题，致使部分改革创

新存在“碎片化”现象，复制推广效果不理想。

5.营商环境有待改善

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今天，一个地区融入全球

产业链条的关键，是有效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

标准，而高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成为关键。

目前，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建设体系尚不够健全。

世界银行所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 161个主要经济体

中位居第31位，相对2018年上升了15位，这也是世

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说

明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

但是从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角度看，

这一成绩还是远远不够的。未来仍需对标世界银

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在开办

企业、信贷、纳税、贸易、执行合同等方面进一步进

行规制变化和制度优化，加快实现由商品、要素流

动型开放转变为规则、制度型开放。

四、自贸试验区引领高水平开放发展的

实现路径

高水平开放建设带动内部协同正在有序进行，

自贸试验区也进入 3.0建设时代，未来势必加强自

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战略高质量协同对接，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1.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夯实

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基础

把自贸试验区建设纳入高水平开放建设之中，

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进的贸易规则，辐射带动周边资

金、人才、科技等的流动。首先，破除国内各区域间

的体制壁垒。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战略协同

发展，涉及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区域间的协同合作，

单一部门或单一地区是无法有效推动两者协同发

展的，因此，需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通过统筹安

排、协调各方，避免在自贸试验区发展过程中与高

水平开放建设出现战略、发展定位错误，最大限度

地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其次，自贸试验区与

高水平开放战略建设协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要正确处理各级部门间

的关系，协调各方利益，确保自贸试验区发挥其“示

范、带动、引领”作用。最后，要将自贸试验区的规

则制度应用到更大的开放领域。中国的对外贸易

市场以欧美等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

稍许变化就会给对外贸易带来较大影响，从而影响

经济的稳定，因此应该积极挖掘培育新兴贸易市

场，使得对外贸易市场更趋多元化，以便有效分散

贸易争端带来的风险，增强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

的话语权，让对外贸易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将自

贸试验区的先进规则在一开始就应用到新兴贸易

年份

负面清单数（条）

2013
190

2014
139

2015
122

2017
95

2018
45

2019
37

表5 2013—2019年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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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在贸易之初就在较高的制度层面，夯实高水

平开放的制度基础。

2.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打造高水

平开放竞争新优势

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化产业秩序，构建现

代化产业结构体系。要合理编制高水平开放战略产

业结构体系，利用自贸试验区制度优势，有效整合流

域内产业项目，共商共建共享，减少重复建设，避免

低效竞争。其次，打造高水平开放发展产业分工合

作链条，促进区域间有序协作。中国各区域正处于

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有序承接

产业转移体系，有助于自贸试验区发挥自身带动作

用，促进高水平开放战略协同发展。最后，构建重点

产业协同实施载体，加快其与自贸试验区沟通合

作。各区域主导产业协同发展，提升高水平开放战

略产业链条竞争能力，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开放平

台，有助于提升高水平开放战略产业发展水平。

以河南为例，跨境电商背后映射的是一种多业

态产业，链条长、分布广。以B2B交易为重点，构建

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需要多种政策和措施发

挥合力。一要支持EWTO（电子世界贸易组织）核

心功能集聚区发展，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培训孵化基地。二要提升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

会办会层次，打造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扩大

河南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影响力。三要加强与境内

外知名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引导更多传统对外

贸易和制造企业“上线触网”，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与

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四要充分发挥郑州航空

港、国际陆港、内陆口岸等开放载体的联动作用，加

强跨境电子商务要素资源集聚和保障能力系统集

成，全面探索跨境电子商务涉及的通关、商检、退

税、结汇等创新措施，尽快形成第一批创新清单。

五要营造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监管制度和服

务体系，形成适合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标准、新

规范。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极

扩大出口，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培育对外贸易

新的增长点。加快形成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

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带动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

向“优进优出”转变。

3.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助推开放平台建设，增强

高水平开放支撑力

一是借助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平台，发展国际

水陆空联合物流业务，鼓励国际物流公司合并重

组，提升国际物流运输能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物流集团。二是整合高水平开放物流

资源，提升物流运输效率。以河南为例，河南的自

贸试验区拥有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跨境电

子商务示范区等多个对外开放平台，这些平台本身

有极强的物流辐射功能，可借助自贸试验区特殊的

优惠政策，探索更多先进的规则，将原有的物流功

能融合，比如建立中欧班列运输服务平台，促使中

欧班列与高水平开放战略运输体系对接。整合各

地中欧班列运输信息，建立信息互通平台，营造公

平公正、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合理规划中欧班列运

输线路，对接高水平开放战略物流运输体系，使其

成为高水平开放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协同对接的重

要平台等，在一个更高的规则平台上发展对外

开放。

4.以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提升高水平开放影响力

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今天，一个地区融入全球

产业链条的关键，是有效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

标准，而高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是关键内

容。为此，应建成以政务、监管、金融、法律为主体

的服务体系，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具体来讲，一要积极探索构建营商环境建设体

系。以营商环境评价排名前列的国家和地区为标

杆，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和领先标准，试点开展外商

投资营商环境评价，定期发布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二要积极创新综合监管新模式。在市场主体领域，

率先建成投综合监管平台；在项目建设领域，按照

建设阶段梳理风险点，组织开展精准监管。三要大

力推行政务服务新模式。推出多证合一，开展投资

项目承诺制。实行证照分离、“一址多照、一照多

址”、住所集中地注册等商事改革。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四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加大对外商投资企

业反映较多的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和商业

标识混淆不正当竞争、专利侵权假冒、网络盗版侵

权等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五要保

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要为外商投诉受理机构正

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保障，不断完善

信息通畅、处置高效的全省外商投诉处理工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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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科技创新，筑牢高水

平要素驱动力

科技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自

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战略协同对接的重要因

素。首先，构建跨区科技创新平台，创新资源共

享。建议由各级政府牵头，利用自贸试验区制度优

势，逐渐形成以企业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

与的多元化创新主体。同时，加强各区域间联系，

加快科技信息、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等流

通，助力自贸试验区与高水平开放战略协同发展。

其次，通过自贸试验区，联合外部力量共同承担大

型科技项目。在区域内构建产学研科技创新团队，

并根据自身需求，利用自贸试验区优势，引进国外

先进人才，指导团队科技研发，承担跨区大型科技

项目。最后，发挥科技中介作用。结合高水平开放

战略与自贸试验区科技中介现状，建立健全科技中

介发展机制；优化科技中介市场环境，规范科技中

介人员行为。

注释

①赵振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新注册企业突破 5万
家》，《河南日报》，2019年9月4日第2版。②数据来源：国家

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GDP%20%
E6%B2%B3%E5%8D%97%202010-2019。③数据来源：河

南省商务厅 http://www.hncom.gov.cn/newsopen/show/111430.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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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motion Path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Led by Free Trade Zone

Chen Ping
Abstract: 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up is the practical need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pic to lead a new 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up with the uniqu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ene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leading role and existing objective problems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in leading the high-level open
development will help to better lead the high-level open development with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the new era.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has played an active leading role in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oosting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expanding the scale of opening-up, deepening the opening-up, and reshaping the opening
patter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leading to high-level opening-up development includes: forc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high-level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to create a carrier of high-level opening; boo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ing platfor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to enha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high-level
opening;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can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ild a high-level factor driving force.
Key Words: Free Trade Zone; High-Level Opening-Up; Re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柳 阳）

自贸试验区引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审视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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