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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俯拍图。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上海浦东临港装备区的特斯拉超
级工厂正在紧张建设中。

金宁昕摄 （人民视觉）
图③：8月7日，原临港企业服务中心启用新
名“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行政服务中心”。

杨建正摄 （人民视觉）
图④：8月7日，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大
厅里，客户办理注册登记。

杨建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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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印发
《中国 （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
体方案》，标志着人们
期待已久的上海自贸试
验区新片区正式成立。
从 2013 年以来，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试
点已曾扩围，对于本次
临港新片区的设立，免
不了有疑问：临港新片
区与之前的扩区比较，“新”在何处？

临港新片区不仅是原有自贸试验区在空间范围上
的拓展，更是在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和内涵上的改革
深化。新片区的“新”，在于新的建设目标、新的核心
功能、新的管理模式。

新建设目标——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期建设发展基础上，临港新片
区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
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提升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建成
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十三条载明：国
家根据需要，设立特殊经济区域，或者在部分地区实
行外商投资试验性政策措施，促进外商投资，扩大对
外开放。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核心政策和制度是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全方位高水平开放；选择条件是国家战略

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外开放要求高但其他地区尚
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
力测试，实现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
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
快捷联通。特殊经济功能区是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载体，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新核心功能——集聚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
根据建设目标要求，临港新片区的核心功能是集

聚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所以制度创新和优化营商
环境更加强调新动能培育和生产力发展。根据总体方
案，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涉及投资经
营、贸易、跨境金融、国际运输管理、人员管理、税
收制度等方面。这些措施与国际高端要素集聚、高端
产业功能培育、前沿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围绕产业
链实施制度型开放集成。

总体方案更加强调“自由化”，并提出投资自由、

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五个
重点方面。在监管创新和制度创新上，自由化比便利
化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更高的开放水平。与现有自
贸试验区相比，推进上述五个方面的“自由”显然需
要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这一进阶
也符合形成更高层次开放的国家战略定位。

在此进阶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如何形成发展新
动能。整个自贸新片区的开放、改革、制度创新等
措施都要围绕产业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实施系统
性开放，这也与中央提出的“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相
契合——更加深入的开放、更加全面的开放、更加系
统的开放和更加公平的开放。所以，临港新片区也是
中国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和向制度型开放转型战略的
集中体现。

新管理模式——参照经济特区管理。
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实行特

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
管理体制。特殊经济政
策包括经济发展主要靠
吸收和利用外资，产品
主要是出口；经济活动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
节作用，对外商在税
收、出入境等方面给予
特殊的优惠和便利政
策。特殊管理体制主要
是在对外开放、市场准

入、注册经营、人事制度、劳动管理、收入分配等方
面有更大自主权。

经济特区不同于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
开放区、高新技术区等产业园区，而是综合性的特殊经
济区域，在管理体制上具有政区合一特征。政区合一型
管理体制避免了管理职能分割、管理空间分割、行政
权能分割等弊端，有利于促进产城融合，提升城市能
级。临港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根据国家授权实
行集约管理体制，可以赋予管理机构更大的自主发
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贴近市
场的创新业务，扎实推进各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见效。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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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有“新”更有“特”
赵晓雷

■ 临港新片区不仅是原有自贸试验区在空间范围上的拓展，更是在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和内涵上的改革深化。新片区的“新”，在于

新的建设目标、新的核心功能、新的管理模式

人才“居转户”（居住证转户籍）年限

从7年缩短到5年，核心人才进一步缩短

到3年；对于非本市户籍人才购房资格，由

居民家庭调整为个人；购房需要缴纳个税

或者社保年限要有5年，新片区缩短到3

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敲定，上海市支持新片区建设的政策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

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集

聚高科技项目、产城融合、生态宜居……

临港新片区的“亮相方式”可谓与众不

同。新片区新在哪儿？怎么建？企业发

展将迎来哪些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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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扩区

——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
度创新变革，谋求投资贸易自由化

临港新片区在哪儿？
根据规划，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

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按照“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原则，先行启动南汇新城、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
岛、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可不小。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起步时仅
28.78平方公里，后来才扩大到120.72平方公里。

从地图上看，临港新片区距离上海市中心70多公里，位于
上海的东南角，毗邻广阔的港口水域。在不少专家看来，新片
区选址临港，既能发挥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空港的国际通道
优势，又能与临港产业基础和临港的区域品牌进行整合，符合
国际贸易产业链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相融合的产业发展趋势。

自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挂牌成立以来，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已形成“1+3+7+1”的雁式矩阵，其
中，上海自贸试验区也经历过扩围。那么，此次临港新片区的
设立有何不同之处？

“增设新片区不是简单的原有自贸试验区扩区，也不是简单
的现有政策平移，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
革。”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寅说。

具体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明确打造“国际高标
准自由贸易园区”，而临港新片区则强调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新片区制度的核心也已转向投资贸易自由化。《方案》 指
出，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适用自由贸
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
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
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看来，原有
的自贸试验区实际运行中，更偏重于以缩短时间、简化流程和
降低成本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新片区则特别强调
以自由化为核心，谋求从自由化破题，将触及更深层次、不乏
革命性的制度创新。

瞄准产业“之最”

——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急需产业的关键环
节和技术

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临港新片区更加突出产业发展，这
也是相较其他自贸试验区的突出特点。

“跟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临港新片区将‘建设具

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
置。”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比如说，它特别强调聚焦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在投资环境、贸易
监管、国际人才流动以及税收等核心环节，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
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高质量发展。

产业基础，这是新片区落户临港看中的优势之一。
国内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飞机的发动机、全国首根

国产12英寸单晶硅棒、全球最大的大功率柴油机，以及配套船
用曲轴，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升式钻井平台……这一批世界
之最、全国第一的技术和产品，就诞生在临港地区。

经过 15 年的开发，临港地区目前已经集聚了 500 多个产业
项目，初步形成了新能源装备、海洋工程、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等一批骨干企业。中国航发商发、上海汽车、上
海电气、三一重工，外资企业如特斯拉、西门子、卡特彼勒、
GE、ABB等聚集于此。

在这样的高起点上，临港新片区将进一步打造有国际竞争
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

根据 《方案》，临港新片区将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中国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的关键环
节和技术，拓展金融、贸易、航运领域和总部经济的国际市场
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前沿科技产业能级。

在新片区先行启动区内，产业发展更是整装待发。陈寅
说：“先行启动区域内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装备制造、研发
创新和金融服务等产业园区，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配套条件，
有利于政策制度更好更快落地见效。”

多重政策发力

——税收、跨境金融、国际运输、
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
均有利好

那么，政策如何支持临港新片区发展，企业落户能享有哪
些优惠？

围绕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新片区方案已在税收、金融、
运输等方面有所明确。

以税收来说，共确定五方面政策：第一，对与新片区产业
发展规划相适应的，具有基础优势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行业的关键核心环节相关企业，实施
一定期限 （成立之日起5年内）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按照15%进行
征收。这将有助于培育发展先进技术，形成产业辐射效应，带
动其他相关区域联动发展。

第二，在其他地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个人所得
税政策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效应。

第三，自由贸易账户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重要的基础设
施，将积极探索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展投融资以及金融业务的
税收政策。

第四，明确与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相配套的税收制度安排，
主要是在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个国家战略的同时，也
支持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第五，进一步鼓励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对境外进入新片区
海关围网区域的货物予以保税或者免税。

据了解，对于企业适用的这些税收政策，都有明确的目标
范围和条件要求。目前，上海市正配合国家主管部门抓紧制定
实施细则，并且将密切跟踪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说，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不是临港新片区独有，在自贸试验
区内，包括广东横琴、深圳前海、福建平潭均有实施，但覆盖领域
各有不同。此次临港新片区聚焦的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民用航空等前沿产业集群，因此税收政策是基于上海临
港制造业的特点，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相关的金融开放措施也将优先在新片区落地实施。就在总
体方案印发当天，区内的银行就为一家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办理
了新片区成立后首笔跨境投资款汇出业务，过去需要经过两三
天审核，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此外，上海市在管理权限、
资金支持、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制定了新片
区的特殊支持政策。

“按照总体方案要求，通过若干年努力，在这片寸土寸金的
地区一定能够飞出新的‘金凤凰’。”陈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