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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释放 北京自贸区“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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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外开放格局再上一层楼。9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其中，北京自贸试验区将助力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着力构建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上海

与新科技、新数字经济融合
9月4日，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国家主
席习近平指出，将支持北京设立以科技
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
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北京自贸区有哪些独特之处？《方
案》提出，北京自贸区实施范围扩至
119.68平方公里。具体来看，涵盖三个片
区：科技创新片区31.85平方公里、国际
商务服务片区48.34平方公里（含北京天
竺综合保税区5.466平方公里）、高端产
业片区39.49平方公里。
按照《方案》规划，强化自贸试验区

改革同北京市改革的联动，各项改革试
点任务具备条件的在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全面实施，并逐步在北京市
推广。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
表示，北京的定位与目前自贸区建设有
密切关系。当前，北京自贸区方案最大特
点是与新科技、新数字经济相融合。比
如，北京正在打造的数字经济、金融科技
示范区扩容，利用国际交往中心，将保税
区、空港进行进一步整合，都凸显北京自
贸区建设的客观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北京自贸区的发展定位，商务

18个自贸区

陕西

>>本轮新增的3个自贸区<<

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北京的战略定位
特别侧重高科技一面。北京具有科研院
所、高校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作为服
务业、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地具有自己
的特色。”
此外，《方案》划定了自贸区改革时
间表及改革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
索，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
成果，努力建成贸易投资便利、营商环
境优异、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
国际经济交往活跃、辐射带动作用突出
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北京自贸区
实施范围

119.68平方公里， 涵盖三个片区： 科技创新片区

31.85平方公里，国际商务服务片区48.34平方公里（含北京天竺综合
保税区5.466平方公里），高端产业片区39.49平方公里。

安徽自贸区
实施范围

119.86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合肥片区64.95

平方公里，芜湖片区35平方公里，蚌埠片区19.91平方公里。

湖南自贸区
实施范围

119.76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长沙片区79.98

平方公里，岳阳片区19.94平方公里，郴州片区19.84平方公里。

·权威声音·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

新设自贸区实现京津冀全覆盖
为何在上述4个省市新增自

贸试验区着力促进制造业数字化、

贸区？9月21日，商务部副部长兼

智能化转型，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

量发展。安徽自贸试验区通过布局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

一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前沿研

发布会上回应称， 我们选择这4

发平台和基地，建设科技创新策源

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或者扩区，有

地。 浙江自贸试验区将加大物联

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比如

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

增加了北京。同时，实现了长三

设力度，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

角全覆盖，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区

范区。”王受文表示。

域一体化。进一步叠加了中部崛
起等国家发展战略，比如湖南。

此外，王受文介绍称，这4个
省市外向型经济基础相对比较

王受文表示， 北京科技创新

好，增长也比较快，去年这4个省

动能强劲，湖南装备制造业积淀深

市加在一起利用外资占全国的

厚， 安徽新兴产业要素比较活跃，

21.4%， 进出口额占全国的21.7%。

浙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在这4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市服务

地区新设或者扩区，有利于进一步

业占北京市GDP的83%，这些都显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示了这4个地方有比较好的基础

“
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

和条件。在这4个地方新设或者扩

具有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自

区，可利用这4个省市外向型经济

贸试验区在有条件的区域最大限

发展势头良好的特点， 进一步释

度放宽服务贸易准入限制。湖南自

放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动能。

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

将明确自贸区试点任务时间表、路线图
9月21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

数据显示，北京服务业占GDP的

副市长杨晋柏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比重全国最高， 超过了80%；北

扩展区域方案发布会上表示，将

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

超50%，同样位居全国首位。

展，抓紧将《方案》中包括数字经

下一步， 北京市还将加大政

济领域在内的试点任务进行逐

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在特定区

项分解， 逐项制定落实措施，进

域开展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试点，适当放宽享受税收优惠的技

在所有的自贸区中， 北京

术转让范围和条件。鼓励数字龙头

自贸区的使命特别，“服务业扩

企业、产业联盟等牵头成立相关领

大开放先行区、 数字经济试验

域发展基金， 加强对规则制定、研

区”的定位超乎一般城市。杨晋

发设计、海外并购、知识产权等关

柏指出，北京市已制定发布了包

键环节的资金投入，引导国内外数

括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数字贸易

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高端团队

试验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

和原始创新项目在京落地转化和

试点、大数据交易所等数字经济

发展。探索构建包含专利、商标、版

发展政策，建设国际领先的新一

权等知识产权要素的基础资产组

代超算中心、 新型数据中心、云

合，研究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降

边端设施等数据智能基础设施。

低单个企业融资成本。 鼓励和支

实际上，服务业、数字经济

持相关新技术新产品积极在北

本身就是北京手握的两张王牌。

京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应用。

放开第五航权
服贸无疑成为了本轮改革的关
键词。白明也指出，方案里面提到了
天竺保税区，提到了发展临空经济，
那么贸易便利化就必然是其主打的
特点。“临空经济必须讲究效率，如果
运输只需一两个小时，通关却需要三
五天，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一点
上必须要在便利化上采取一些超常
的措施，体现出对企业的支持。”白明
说道。
对于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方案》提出推动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扩大包括第五
航权在内的航权安排；支持北京天竺
综合保税区打造具有服务贸易特色
的综合保税区等。
第五航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
同时，在中途获得第三国的许可，
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上下旅客和
装卸货物，属于获得该国家的第五
航权。
“第五航权的开放，相对于北京
政治中心的定位来说，已经非常开放
了。”白明认为，临空经济也对应着
高科技产业。“ 对于高科技产业来
说，运费在价值链中占比很小，像一
个芯片肯定占不了多少空间，因此高

科技是非常适合临空
经济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扩
大开放、引领创新方面，
《方案》提出了更多具体支持措施。
《方案》提出，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完善外商投资促进、项目跟踪
服务和投诉工作机制。在有条件的
区域最大限度放宽服务贸易准入
限制。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要
求，探索研究鼓励技术转移的税收政
策。探索建立公允的知识产权评估机
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制度、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以及
质物处置机制。审慎规范探索开展知
识产权证券化。探索国际数字产品专
利、版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建设。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
究所所长梁明表示：“ 在每个自贸试
验区里，我们都在提转变政府职能，
但北京成为自贸试验区，更加具有示
范作用，因为大家都看首都，看首都
怎么样做出一些尝试，怎样做一些好
的改革，对其他自贸试验区都会起到
引领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借东风
而在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方面，
《方案》也提到要将自贸试验区打造
为京津冀产业合作新平台，创新跨区
—生产
域产业合作，探索建立总部——
基地、园区共建、整体搬迁等多元化
产业对接合作模式。鼓励北京、天津、
河北自贸试验区抱团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坚持稳妥有序原则，共建、
共享境内外合作园区。
白明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现在
要站到更高的平台，而北京重点打造
的几个园区、几个产业在京津冀一体
化中都居于高端定位，强调高科技和
科技成果转化。三地均因地制宜，发
挥自己的特色与长处，更能产生内增
动力。
“北京自贸区建设能够帮助京
津冀区域有效实现资源的优势互
补。”在王鹏看来，建设京津冀一体
化主要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
定位而言，不仅仅是对于北京，更多
面向京津冀，地理区位而言对于京
津冀一体化具有较大带动作用。自

贸区达成后，更多以北京自贸区扩
展内容为核心，驱动整个京津冀功
能叠加发展。从打造北京经济增长
极的角度来说，自贸区建设也给北
京打了一剂“强心针”，对北京提出
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有巨
大的驱动作用。
此外，《方案》中也提到，要推
动形成统一开放市场。加强京津冀
三地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
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
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探索建立北
京、天津、河北自贸试验区联合授
信机制，健全完善京津冀一体化征
信体系。
梁明称，天津自贸区的重点和北
京自贸区的重点在京津冀协同方面
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北京变成自贸试
验区，进行协同试验，能更好发挥统
筹的作用，这样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才
能真正活起来。

X
对外开放更上一层楼
西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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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凤
9月21日 ， 国 务 院 印 发 北

了优势的人才与智库资源，吸引

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了大批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形成

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

人才与企业资源的强强联合。

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至此，
中国的自贸区数量增至21个。

借自贸区东风， 北京将在
开放之路上大有可为。 下一步

虽然同为新晋自贸区，但3

要加快服务业对外 开放 步 伐 ，

个自贸区彼此战略定位各不相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而设立

同。 北京自贸区将助力建设具

北京自贸区， 本质上也是中国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进一步扩大开放重 要 布 局 。从

心， 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

空间扩围来看， 经过多年的自

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着力

贸试验区建设， 我国已经设立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

了北至黑龙江、 南至海南等超

对外开放平台。

过20个各有侧重、 各负使命的

不难看出，北京自贸区功能
设计有别于传统。相比以货物贸
易为主，北京自贸区将更加突出

自由贸易试验区， 形成了以点
到线、由线到面的新开放格局。
从制度设计看， 上海自贸

服务贸易。以服贸为窗口，进一

区开创市场准入 的 负 面 清单 ，

步扩大北京对外开放的广度和

倡导“非禁止即开放”的管理模

深度，在人才流通、货币和资本

式， 激发企业的想象力与创造

流通、信息流通等方面，比传统

力。 北京也将通过自身的制度

自贸区有大幅提升和拔高。

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 以服务

服务业与科技创新是北京

业和科技创新为推手， 开创出

的金字招牌， 也是实现首都高

对标国际水准的可复制推广的

质量发展的法宝。五年前，北京

经验，在特殊的国际大环境中，

成为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

探索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

放综合试点城市， 此后大批量

的发展新格局。

突破性政策和制度创新带动

以开放为契机，将是对新一

下， 北京的服务业占GDP比重

轮改革的期待。无论是此前获批

达到了83.5%，远高于全国，北京

的自贸区， 还是本轮增设的3个

服务贸易规模占全国20%左右。

自贸区，其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

随着北京服务业和服务贸

一个内容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

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主

政府职能转型。作为全球重要的

体新业态落地北京，为北京优化

商品出口国，优化贸易管理机制

经济结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

促进贸易便利化，将在金融自由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常蕾

遇。同样，科技创新成为助力产

化、医药健康、文化等领域留给

刘瀚琳 王晨婷

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北京集结

公众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