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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
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以下简称《清单》）于
7月 26日正式公布，明确列出了针
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 11 个门类 70
项特别管理措施。

据介绍，《清单》统一列出了国
民待遇、市场准入、当地存在、金融
服务、跨境贸易等方面对于境外服
务提供者以跨境方式提供服务(通
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
动模式)的特别管理措施,适用于海
南自由贸易港,地域范围为海南岛
全岛。

“凡在清单之外的领域，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内，对境内外服务提
供者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一视同
仁、平等准入，开放度、透明度、可
预见度都大大提高。”商务部副部
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
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表
示，《清单》是对服务贸易管理模式
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制度型开放安
排，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提升我国整体开放水平，将会很好
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
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在接受《中国
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单》大
幅缩减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
制，有助于吸引国际优质资源、要素
和资金进入服务业领域，有效提升
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第一
单”的开放程度有多大？王受文表
示，《清单》开放的水平超过了我国
入世承诺，也高于目前我国已经生
效的主要自贸协定相应领域的开
放水平。

王受文介绍，世贸组织将服务
业分类为 160 个分部门，在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 100 个分部门里面，

《清单》有 70 多个分部门开放度超
过当时的承诺。例如，在法律服
务分部门里，在入世承诺里不包
括中国的法律服务，外国的服务
提供者不能提供中国法律方面的
服务。而《清单》明确说了，境外
律师事务所驻海南的代表机构，
可以从事部分涉及海南的商事非
诉讼法律事务。

《清单》无疑将给海南自贸港
建设注入新动力。王受文表示，服

务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是国际高
水平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在
海南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将会推动以服务为载体的技术、资
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自由便利
流动，对于推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
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海南省商务厅厅长陈希说，
《清单》与其他已经出台的自贸港
政策一起，可以形成叠加效应，推
动海南自贸港形成服务贸易发展
的新优势，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都
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所所长林勇新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服务是载体，关键是
以此推动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
自由便利流动。《清单》的实施有助
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升海南
自由贸易港整体开放水平。

蔡振伟说，自贸港作为当今世
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清单》的落
地实施，将推动海南自贸港成为我
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按照海南

“十四五”规划，2025年服务业增加
值占比将达到 65%以上，《清单》的

落地有助于破除当前服务贸易领
域存在的各种壁垒，极大地提升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助推海南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金融、医疗等产
业的发展。

专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实
施《清单》，不仅将推动海南服务业
的开放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服
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而且通过引
进境外的高水平服务提供者来参
与国内的竞争，可以提升国内大循
环效率。

服务业是海南的主导产业，服
务业占海南省 GDP 的比重达 60%
以上，据最近统计数据，服务业发
展对海南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
95.8%。蔡振伟表示，现代服务业
是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确立的三
大主导产业之一，为推动服务贸易
发展，海南在跨境交付、国际人才
引进和执业、数字服务出口、国际
互联网专用通道等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速
推进以及《清单》的实施，跨境服务
贸易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

据了解，在现代服务业、商业
服务领域内，《清单》都作出了进一

步开放的安排。比如《清单》取消
了设立验船公司的限制，外国船舶
检验机构现在不需要在海南自贸
港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验船公司，
就可以直接派员或者派雇员在海
南开展船舶检验业务。这也提升
了运输往来的自由便利水平，有利
于海南自贸港船舶运输企业获得
更多更好的国际服务，同时也可以
降低经营成本，为国际航运业企业
的集聚发展提供新的便利条件。

“《清单》将有助于海南充分利
用国际生产要素，优化要素配置水
平；《清单》将以开放推动与服务贸
易相关产业发展，实质性地推动海
南在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国
际化水平，有助于海南培育新的产
业业态。”在林勇新看来，服务贸
易，特别是融合数字经济推动服务
贸易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应该聚焦
和发力的主要赛道，海南具有发展
服务贸易的政策优势（自贸港政
策、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独立地理
单元及压力测试风险可控的优势、
衔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东南亚
地区市场的优势，海南自贸港跨境
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可期。

海南自贸港“破壁”迈入跨境服贸新纪元
■ 本报记者 王曼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使中国始终
是吸引外资的热土。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近年来，我国在多个国际场合
反复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深化金融
改革开放，再度展现出我国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决心。

历史和实践表明，开放带来进
步，封闭必然落后。40 多年来，改
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金
融业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已形成
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
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
分的金融体系。截至2020年末，我
国金融业总资产达353.19万亿元，
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319.74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一，保
险业总资产23.3万亿元，居全球第

二，成就有目共睹。
打开大门迎客，首先得让客人

愿意来。我国持续深化的金融改革
开放已逐步建立起外资“愿意来”的
市场环境。近年来，“一行两会”集
中宣布了50多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
施，共批准设立了 100 多家外资银
行、保险、证券、支付清算等机构。
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管理、
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
限制，大幅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
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以及
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我国金融
市场也正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欢迎外
资参与，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
热情持续高涨。A股平稳纳入富时
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系列，纳入明
晟（MSCI）因子提高到20%。中国债
券纳入全球三大主流债券指数，吸
引了更多长期资金流入，外资在我
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占比明显提升。

愿意来还得留得住。我国持续
深化的金融改革开放也正在着力打
造“留得住”的市场环境。近年来，
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
互通机制陆续建立并持续完善，外
资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我国金融
市场正以更高效、更符合国际惯例
的方式，平等对待内外资机构。

不过，尽管近些年我国金融业开
放步子迈得很快，但需要完善的地方
还有不少。外资金融机构在机构准
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然面临不少
操作性问题。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着
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健全、用于对
冲风险的衍生工具不足等问题，这对
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推进金融开放过程中，要进
一步强化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
设，为境内外投资者营造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以实现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

向前看，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潜力
大、后劲足。截至2020年底，外资持
有境内债券和股票市值10542亿美
元，是2015年末外资持有规模的4.7
倍，增长不可谓不快。但从外资持有
境内股票和债券占比来看，仅占到A
股流通总市值的5.3%、全市场债券托
管总量的3%，占比仍明显偏低，金融
市场开放仍有较大潜力有待挖掘。

未来，推动金融业开放向更高
水平迈进，一方面要苦练内功，进一
步深化金融业改革，提高我国金融
业整体竞争力，夯实我国金融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
要完善风险防控体系，使监管能力
和开放水平相适应，在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开
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
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和水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强劲动能。

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正当时
■ 金观平

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
发，向东南行驶约 130 公里，便抵
达西爪哇省奇拉塔电站水库。这
里群山环抱，一片绿色葱茏，由中
企承建的印尼首个大规模漂浮光
伏发电项目——奇拉塔漂浮光伏
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奇拉塔项
目”）就在这里。水面上，黄色的浮
筒式平台配有钻机和海床式静力
触探装置。一大早，岩土高级工程
师苏克里·菲特里亚迪就带着 10
余名同事进行水下岩土工程勘察，
为漂浮式光伏的锚固方案设计探
测地质数据和信息。

奇拉塔项目由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阿联酋马斯达尔能源公司和
印尼爪哇巴厘发电投资公司合作开
展，交流侧总装机容量 145 兆瓦。
中方主要负责光伏场区及150千伏
升压站和送出线路等的建设，以及
对侧间隔扩建工程等的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以及运营维护。

漂浮光伏是通过浮体结构和
锚固系统建设在水面上的光伏电
站。与建在地面的普通光伏电站
相比，漂浮光伏不占用土地资源，
可在湖泊、水库、鱼塘等上面建
设。因水面开阔，太阳能照射面积

均匀且光照时间长，有利于提高发
电量和节约运维费用；将太阳能电
池板覆盖在水面上，可减少水面蒸
发量，抑制藻类繁殖。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
家，各岛遍布大量湖泊，光照资源
丰富，开发漂浮光伏项目具有先天
优势。同时，大多数湖泊已建有水
电设施及配套输电线路，新开发的
漂浮光伏项目能够非常便利地接
入现有输电网络。菲特里亚迪说：

“项目建成后，有望向 5 万个家庭
供电，这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
范例。”

盛夏时节，印尼的气候尤其湿
热，工人们在浮筒式平台工作不
久，便汗流浃背。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项目团队除了强化防护措
施，还定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确
保防疫施工两不误。

“发展漂浮光伏项目，对于支
持印尼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大型项
目负责人阿萨德表示，奇拉塔项目
在提升爪哇—巴厘电力系统供电
能力的同时，将改善当地能源结
构，有助于印尼政府实现提高可再
生能源占比的目标。 （徐伟）

“广州开发区是因改革而成
长的开发区，非常重视营商环境
工作。”日前，广州开发区营商环
境改革局局长吴火华在接受《中
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广
州开发区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企业
和人才离成功最近的地方”。

一是以要素改革促发展。
为打造“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
先行示范区，广州开发区优化土
地、人才、技术等要素，为企业制
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为了打造
科技创新高地，广州开发区近年
围绕科技创新做了大量工作，积
极建设国家实验室、广州实验
室、国家级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
新中心，建立三大科技创新装
置，即人力细胞谱系、航空轮胎
动力学以及一批高水平的研发
机构，通过打造科技创新体系为
中小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支撑。
广州开发区在资金要素方面也
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建立了线上
线下的金融超市，为企业和银行
提供对接平台。首创全国第一
款专利证券化产品，企业可以将
知识产权转化成资本，以此减负
增效。

二 是 围 绕 对 标 前 沿 创 标
杆。广州开发区围绕企业全生
命周期，改进政府审批相关服
务，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三是放管结合严监管。除
了优化审批，广州开发区还注重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宽进严管。

四是政企沟通解难题。“营
商环境好不好，最终要由企业说
了算。”吴火华说，广州开发区正
在深入探索建立有效的常态化
政企沟通机制，如健全“企业有
呼，服务必应”的工作机制，以此
快速响应企业提出的诉求，解决
企业难题。广州开发区还建立
了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定期组
织各相关方召开会议，广泛地听
取意见。

吴火华还介绍说，广州开发
区的支柱产业有新一代信息技
术、能源产业和汽车产业。近年
来，广州开发区已将生物医药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战略新
兴产业重点发展。

（谢雷鸣）

据拉美社消息，从今年上半
年的情况来看，外资流入越南增
加的趋势得到延续。报道称，今
年 1月至 6月，外国公司已经在越
南投资了 152.7 亿美元。不仅如

此，越南是东南亚地区唯一在上
述时期外资流入增加的国家，尽
管出现了第三波严重的疫情，但
一切迹象都表明，今年的结果将
好于往年。

当地时间7月26日，欧盟理事
会宣布，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立陶
宛和斯洛文尼亚 4 个欧盟成员国
的经济复苏计划正式获得批准。
这四个欧盟成员国将与欧盟委员

会签署拨款和贷款协议，有望在近
期获得预融资。至此，欧盟方面已
正式批准16个成员国的经济复苏
计划。

（本报综合整理）

广州开发区
优化营商环境有四招

中企印尼首个漂浮光伏发电项目进展顺利

欧盟批准克罗地亚等四国经济复苏计划

越南吸引外资趋势延续

投资环境

重庆市两江新区近年来聚焦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做大产业群、做强产业链。图为工人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
三一重工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化“灯塔工厂”项目内作业。 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