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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is a strategic step in ou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open pattern and a large number of new opening meas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not only faced with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but also a challeng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ome advanced port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Hainan’s free trade port will fa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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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贸港建设是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众多新对外开放举措中的战略性步骤，而建设海南自贸港
这一重大举措不仅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结合世界上一些先进自贸港的发展
经验，分析海南自贸港建设将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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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十九大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
索建设自由贸易港。4 月 13 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支持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4 月 14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南被赋予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
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自贸港是我国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众多新对外开放举措中的战略性步骤，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存
在挑战。研究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自贸港的相关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自贸港的内涵及相关政策探讨上。郭兴艳(2013)对香港
自贸港的市场、资金、企业经营等高度自由给与了很高的评价，提出香港是全世界最开放的自贸[1]；赵
晓雷(2017)提出自贸港是比自贸试验区开放水平更高的功能区[2]；黄思华(2018)则介绍了自贸港建设内涵
及其潜在影响[3]；秦诗立(2018)提出自贸港探索是国家开放合作升级的有机组成，相关规划建设也需在
此大背景下理解和开展，因此国内自贸港与其他自由港存有很大不同，不宜简单对标，要理性看待自贸
港的建立[4]；王胜等(2018)对香港自贸港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剖析，并提出香港自贸港的经验对于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借鉴意义[5]。

3. 自贸港的本质
自贸港起源于欧洲，利沃诺在 1580 年成为全球第一批自贸港之一，其设立初衷是规范港口的市场秩
序，减少腐败，为各国及各类宗教商人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交易环境。之后建立的自贸港也普遍遵循这
一理念，开放、自由、非歧视和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了自贸港的共同属性。自贸港通常是一国开放水平
最高的地区，是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枢纽中心。
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一国(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货物、资金、人员自由进出的特定
区域。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并且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
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一般来说，自贸港与自贸试验区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首先，从本质上看，自贸试验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自贸港将实行“境内关外”政策，
也就是真正放开一线，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贸易管制措施，简化一线申
报手续等。
其次，战略定位不同。自贸试验区设立在特定地区探索可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经验。而自贸港作
为全面开放的新高地，是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需要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税收等方面做出一系
列特殊的政策安排。
再次，在政策制定方面，自由贸易港是在自贸试验区率先建立与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
体系基础上实行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更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度政策，享有比更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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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
从根本上讲，自由贸易港政策是中央政府让渡中央海关税收来刺激经济和产业发展。自贸港建设是
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众多新对外开放举措中的一个战略步骤。

4. 建立海南自贸港面临的机遇
开放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正在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和指导下，中国以开放发展新理念为牵引，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对外开放逐步升级，必将有力推动形成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
汇聚发展新动能、开辟发展新局面。

4.1. 有利于统筹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大局
当前我国正迈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自贸港在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上担当着重要的角
色。海南地理位置特殊，连接南海贸易通道，是“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战略性支点，地理位
置非常重要。海南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建设，既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也有利于
推动我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扩大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4.2. 有利于产业转型
海南将放宽服务产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生态农业、高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4.3. 有利于提高国际影响力
海南是中国走向南海、走向亚太，在更大范围发挥其辐射作用的新的开放载体。自贸区和自贸港双
加将有力带动海南省快速发展，既有利于提高海南省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扩大我国对东南亚的影
响力和投射范围，也能带动整个区域的联动发展，保证整个区域的安全。打造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样板。

4.4. 有利于引入先进技术、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自贸港可通过适度有序地与国际市场融合，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积极引入先进技
术和高素质人才，加快落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转向更高质量发展。
同时，自贸港将会成为引进跨国企业的首要平台，提高外资在中国内地经济的参与程度，国内企业可从
中获得跨国管理及营运的学习机会，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5. 有利于发展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
本世纪以来自由化水平很高的自由贸易港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离岸贸易规模庞大。由于海
南先天的地理优势，自贸港建立后，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5. 建立海南自贸港面临的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管理
能力、金融开放程度、监管模式、人才创新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5.1. 探索形成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自由贸易港不只是个有优惠的特区，还需要更多适宜的政策制度措施与之配套。海南的主要任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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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探索形成自贸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如何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特点，同
时兼顾海南的产业特色，探索制定合适的税负、市场准入、监管制度以及法制体系等，进而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制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5.2. 腹地经济总量有限，货物生成量不足，港口物流能力有待提升
相较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海南的经济基础较差。岛屿型的经济特征明显，决定海南各港口腹地经
济发展空间受限，总量规模较小，货物生成量不足。同时，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需要相应的大型港口
与之配套，目前海南最大的港口海口港无论是吞吐量规模还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都与国内外其他大
型港口存在较大差距，港口建设与物流能力有待提升。

5.3. 金融自由化水平不高，离岸贸易发展受到约束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自由化水平不高，资金不能够实现完全自由进出。例如由于离岸
账户中存在大量的逃税、逃汇的漏洞，以致只能不断收紧监管，严重制约了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的发展。
对离岸贸易的严格限制与监管，在防止通过虚假贸易实施贸易融资套利的同时，也限制了真实的离岸贸
易的业务空间。这是无法适应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要求的。没有高度自由的资金进出保障，不仅离岸贸易，
甚至转口贸易也很难发展起来。所以需要提出不同于目前国内监管的一些制度和形式，来实现资金在自
由贸易港的自由进出。

5.4. 更高的监管要求
无监管不自由，自贸港的高度自由和开放，意味着需要更有力的监管来保证高效运营。如近年来蓬
勃发展的跨境电商的业务模式呈现碎片化，这使得贸易结算时会受到个人结汇额度的限制。因此许多跨
境出口电商转而大量使用非正常结汇渠道，而有一些则选择将外汇留存香港等境外地区。诸类情形对立
法机构、政府监管机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5. 人才匮乏
从国际上看，各大自由贸易港如新加坡、香港等都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聚集之地，如新加坡和
香港均拥有众多顶尖院校，科研教育水平高，每年培育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海南当地高水平的科研
教育机构匮乏，经济基础较差，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吸引外来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6.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几点建议
6.1. 吸取国际先进自贸港的建设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
全岛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自贸港上下功夫，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加深海南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认识，利用相关外事外交资源，推动海南借鉴国(境)外自由贸
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在顶层设计、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国际规则运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总结并借
鉴国际自由港如新加坡、我国香港、迪拜等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
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特有的优势与不足，把建设重心放到新经济培育与国际制高点抢占上来，同时围绕海
南的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建设道路。

6.2. 完善立法与制度建设，加强监管
更加完善的法律框架，才能更好地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例如，香港有超过 400 项市
场条例和附属经济立法，使得在香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找到法律依据，并受到法律的监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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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社会科学前沿

王琳，袁象

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园区法》、中国台湾的《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等都是针对性较强的立法。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各项法规，自贸港将成为开放水平最高的新高地，自由化无监管不可取，
但现有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开放的要求。
同时，自由贸易港还必须重视本身的制度建设，以便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现实基础。例如海南将
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为主，因此，增大税收优惠的广度与深度也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游客，
将海南这个“国际旅游岛”打造成消费与购物的天堂。
此外，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巴拿马等均对外来投资和创办企业采取“宽进宽出”的制度，尽量
减少企业注册登记过程中的审批程序。因此政府也要不断提高办公效率，减少管控力度和范围，以最大
限度提高自由和开放。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以保证自贸港运营的高效与公平。

6.3. 加强国际合作，分步骤实现真正的“全方位自由”
增强国际合作，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与境外各个港口的合作，有利于海南深入学习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探索建设积累经验。与国际间的合作，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等
方面的合作，更要实现贸易、市场、金融、人才等全方位的合作。按照“四步走”和“两步走”战略分
步骤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
真正的“全方位自由”，充分展现自由的优越性。

6.4. 加强港航建设，提升现代化服务水平
海南作为一个岛屿，通过海洋与大陆连接，只能通过港航到达。加强港航基础建设，提高现代化服
务水平，不仅是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迫切需要，更是创新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而提升现代化服务
水平也是大力发展旅游业、医疗卫生、高新技术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迫切需要。加大资金、先进技术与
优质专业创新人才的投入，是加强港航建设，提升现代化服务水平的必要条件。

6.5. 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与建设，推动创新发展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海南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为主导。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创新发展。同时应该加强
教育投入，成立更多科研机构，与国内外高校建立良好合作，可以通过设立研究院等方式，培育更多创
新型人才。此外，可以给予相应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给海南的改革创新注入新鲜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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