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随着国务院公布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天津自贸区”）
的总体方案和统一适用的负面清单，2015 年 4 月 21 日天津自贸区正式挂
牌成立，成为继上海自贸区之后，与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同时新设的
三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之一，也成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园区。在总体方
案和负面清单基础上，天津市政府随即也出台了自贸区管理办法，对天津
自贸区内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和重大改革事项提供了操作指引。 

天津自贸区特色 

结合总体方案与管理办法，不难看出，天津自贸区因其行政区域优势和地
理位置特点，将在以下几方面形成区别于上海、广东、福建自贸区的发展
特色： 

 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重点发展租赁业；

 三大片区差异化功能定位

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总体方案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放在总体要求层面，提出打造京津冀协同发
展对外开放新引擎的指导思想，并把发展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
开放平台作为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同时总体目标上也要求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起示范引领作用。 

该特色在总体方案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充分体现，将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单独提出，即要求发挥天津自贸区对外开放高地的综合优势，推
动京津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开放
型经济新格局。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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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口岸服务辐射功能：完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
疫通关业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推动津冀两地港口一体化，在优化
港口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两地港口间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 

 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在天津自贸区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转移
引导基金，促进京津冀地区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配送等环
节的协同配合。 

 推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强京津冀地区交易市场互联互通，产
权、技术、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新型交易市场合作，推动各类资源
合理高效流转。鼓励自贸区金融机构探索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适应
的产品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 

 构筑服务区域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人才高地：支持京津冀三地政府按
规定共同出资,与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形成合作机制。 

重点发展租赁业 

总体方案在布置天津自贸区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措施和任务时，除推
广上海自贸区已经尝试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外汇改革外，还单独做出提升租
赁业发展水平、率先推进租赁业政策制度创新，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
发展环境等政策要求。具体来看： 

 将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准入标准、审批流程和事中事后监管，
允许注册在自贸区内由天津市商务主管部门准入的内资融资租赁
企业享受与现行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同等待遇。 

 将推进租赁业创新，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支持设立中国金融
租赁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同时支
持设立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中国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开展租赁
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试点。 

 注册在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飞机、船
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等大型设备涉及跨关区的，在确保有效监管和
执行现行相关税收政策前提下，按物流实际需要，实行海关异地委
托监管。 

三大片区差异化功能定位 

天津自贸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内，涵盖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滨海
新区中心商务片区三个区域，总面积约 120 平方公里。天津自贸区在充分
考虑产业现状及区域互补的基础上，对三大片区有明确的功能划分： 

 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 

 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
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的服务业；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毕马威观察 

目前，天津自贸区的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但投资者仍需等待各领
域监管当局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对于目前已公布的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
我们提请投资者们关注以下方面： 

                                                               

 

天津自贸区四至范围： 

 

 天津港片区（30 平方公里） 

四至范围：东至渤海湾，南

至天津新港主航道，西至反

“F”港池、西藏路，北至

永定新河入海口； 

 天津机场片区（43.1 平方公

里）四至范围：东至蓟汕高

速，南至津滨快速路、民族

路、津北公路，西至外环绿

化带东侧，北至津汉快速

路、东四道、杨北公路；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46.8 平方公里）  

四至范围：东至临海路、东

堤路、新港二号路、天津新

港主航道、新港船闸、海河、

闸南路、规划路、石油新村

路、大沽排水河、东环路，

南至物流北路、物流北路西

延长线，西至大沽排水河、

河南路、海门大桥、河北路，

北至大连东道、中央大道、

新港三号路、海滨大道、天

津港保税区北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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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管理 

国务院新出台的负面清单适用于全国四个自贸区，共规定了 122 项特别管
理措施，少于此前上海自贸区的 139 项措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最大亮点在
于，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
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这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或进
一步增加在华投资提供了便利。 

作为提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仅侧重企业准入前，准入后企
业实际开展的业务领域可能仍受制于监管当局的批准，而这更多地取决于
自贸区政府所给予区内企业的正面开放措施，例如天津自贸区可能重点选
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
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当然，对于
开放措施的规范还需等待具体政策文件的出台。 

此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具有短期性，且局限于自贸区
内注册成立的企业，中国政府未来的考虑是以自贸园区作为政策试验地，
从而向全国复制推广政策经验。 

                                                                税收及海关监管政策 

天津自贸区总体方案未就具体税收政策进行明确规定，但上海自贸区已经
试点的税收政策原则上可在天津自贸区进行试点，其中促进贸易的选择性
征收关税、其他相关进出口税收等政策在自贸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
行试点。此外，总体方案要求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
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前提下，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
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天津海关于自贸区挂牌之日起，先行推出 18 项海关监管服务创新制度措
施，涉及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贸易便利化，支持新型业态发展，培育
法治环境等方面。具体包括保税货物自行运输、统一备案清单、内销选择
性征税、集中受理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业务申请事项、“批次进出集
中申报”、简化无纸通关随附单证、集中汇总征税，多样化涉税担保，联
网原产地证书电子审核、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境内
外维修、实施认证企业（AEO）优惠措施清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取消
自由贸易试验区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企业主动披露、引入社会中介机
构辅助开展保税监管和企业稽查。海关制度创新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
我们预测，天津海关将会进一步拓展区域功能，促进通关便利，减少运营
费用，保障贸易安全，为进出口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 

                                                                航空和船舶租赁业 

天津在航空和船舶租赁业领域起步较早。东疆保税港区早在 2011 年 5 月即
被国务院批复建立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并在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航运税收、融资租赁、航空金融等四大领域的创新探
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们期待天津自贸区在航空和船舶租赁业领域的制
度创新上有更大进展。 

毕马威已在天津自贸区内设立办公室并致力于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专业
服务。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津自贸区相关政策，并开启系列税务快讯以分享
我们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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