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海外贸易伙伴的需求不振及由此引
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同
时，由于改革遭遇瓶颈，我国国内需求增长速度缓慢。在此情况下，
为缓解相关行业的困境，通过政府放权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设立自
由贸易区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引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引发新一轮
全国性改革的破局，也意味着目前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具有重
大的意义。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否设立在自由贸易区内，我们都建
议关注自由贸易区的后续政策发布，并充分利用“升级版”的经济格
局。 
 
背景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批准设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
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 4 个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 28.78平方公里。 
 
方案综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进一步深化改革；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3. 积极探索投资管理模式创新； 
4. 扩大服务业开放； 
5. 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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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 
7. 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预计该方案将落实到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涉及管理、税收、法
规等方面的创新，具体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离岸金融中心的
构建、税收政策的优惠，以及贸易监管的创新等。 
 
此外，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 
 
毕马威观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首先将会引领中国贸易领域监管
模式的创新。在试验区内，一线国境监管将集中在对人的监管，而对
于货物将采用集中、分类、电子化的监管模式进行简化的监管，使货
物在自由贸易区内能够货高效快捷地流动。这一改革也将有效促进自
由贸易试验区内贸易、航运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区内形成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际物流中心。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金融领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贸易领域。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内容将逐步涉及人民币的自由汇兑、利率的市场化
等，这将大大提高区内企业的资金周转效率，形成一个服务东北亚乃
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具体内容将在完成相关
法律程序后公布。届时请关注我们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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