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伴随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如

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它

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 扮演着引领不同时期区

域发展“领头羊”的重要角色。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大陆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

革的“试验田”；自由贸易区是应对新时期要求，加

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 从最初经济

特区“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

行市场化改革， 到目前全方位开放的自由贸易区

“先行 先试”，采 取“负面 清单”管 理 模 式，简 政 放

权，让渡部分中央权力，并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

领域以外，触及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在不断探索

与实践中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之路。 应该说，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诠释了

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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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利他”的设区背景决定其目标旨在如何

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寻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而自由贸易区

是在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成立的，设区目标是在“自利”基础上达到 “互利”。创办经济特区是

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设立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 与经济特区相比，自由贸易区

是对经济特区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但二者都是通过探索和“试错”不断前进的。 自由贸易区是中国

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可谓经济特区的“升级版”。 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

易区，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路径一是在国内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园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尝试和经验借鉴；二是要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 未来的目标是要通过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

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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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的演进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

讲， 可以说是从传统经济特区向现代自由贸易区

演进的制度变迁史。 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经济特区

是为了降低改革开放成本， 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

荡，经济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

田”，围绕着如何突破传统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的 束 缚 ， 探 寻 有 利 于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新 体

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十年左右的探索实践，

以深圳经济特区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经济特区以其

举世罕 见 的 发 展 速 度 为 全 国 改 革 开 放 树 立 了 标

杆，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四大正

式确 立 建 立 和 完 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目

标，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

办体现的是中国特色， 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那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则明显体现其普适性，

即 中国 在 坚 持 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的 前 提

下，已经全面开放融入世界，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

引领者，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创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突破口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

革开放基本国策， 但在如何推进改革开放问题上

面临重重困难。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无处不

在，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

衡，因此，为了把改革开放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

出现大的社会摩擦与动荡，首先必须寻找突破口。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洞察

力和特有的聪明睿智， 做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英明

决策，通过经济特区的“窗口”功能观察世界和了

解世界，发挥经济特区的“试验田”功能进行试验，

待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 对其他地区起示范

作用。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深圳、珠海、汕

头设立经济特区，同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成

立厦门经济特区。 1984 年 5 月 4 日，中央决定进一

步开放东南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

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

北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 年 4 月 13 日，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设立海南省的

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5 个经

济特区围绕市场取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深

圳经济特区最为典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 面积 327.5 平方公

里 ，2010 年 7 月 1 日 特 区 扩 容 至 全 市 ， 总 面 积

1996.85 平方公里。 2016 年末， 深圳户籍人口为

404.8 万人，常住人口 1190.84 万人，户籍人口在常

住人口中的比例为 33.99%。 1980 年，深圳 GDP 总

量 2.7 亿元，人均 GDP 835 元，进出口总额 1751 万

美元， 地方财政收入 3043 万元。 到 1990 年，GDP
总量、人均 GDP、进出口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

增 加 到 171.67 亿 元 、8724 元 、1570136 万 美 元 和

217037 万元， 分别增长 62.55 倍、10.5 倍、869.7 倍

和 71.3 倍。 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 GDP 年均增长率

为 51.81%，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深圳速度”，90 年

代 深 圳 GDP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9.87% ，2000 年 至

2016 年年均增长率为 14.65%，具体见表 1。

表 1 深圳经济特区主要年份主要经济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深圳统计年鉴》整理。

年份 GDP 总量
（万元）

人均
GDP
（元）

经济增
长速度
(%)

进出口
总额
（万美

元）

出口
总额

进口
总额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

收入
（万元）

地方财
政一般
预算支

出
（万元）

1980 27012 835 37.55 1751 1124 627 3043 4003

1981 49576 1417 83.53 2807 1745 1062 8787 8411

1982 82573 2023 66.56 2534 1597 937 9163 8815

1983 131212 2512 58.90 78642 6230 72412 15605 15025

1984 234161 3504 78.46 107247 26539 80708 29435 27954

1985 390222 4809 66.65 130632 56340 74292 62894 58651

1986 416451 4584 6.72 184696 72552 112144 74160 68073

1987 559015 5349 34.23 255784 141354 114430 87521 69688

1988 869807 6477 55.60 344277 184949 159328 146521 110992

1989 1156565 6710 32.97 375259 217428 157831 228668 173007

1990 1716665 8724 48.43 1570136 815165 754971 217037 198073

2000 21874515 32800 21.25 6393982 3456333 2937649 2219184 2250441

2010 97733062 96184 17.89 3467493
0

2041835
5

1425657
5 11068166 12660668

2015 17502863
4 157985 9.38 4424586

3
2640389

5
1784196

8 27268543 35216708

2016 19492600
0 167411 9.00 3984390

0
2375470

0
1608920

0 31364200 417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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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浦东新区：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的成功实践， 为全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树立了

标杆。 1990 年 4 月 18 日，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

1992 年 10 月浦东新区正式挂牌，1993 年 1 月 1 日

浦东新区 管委会 成立。 2016 年， 浦 东 新 区 面 积

1429.6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550.10 万人，其中外

来常住人口 234.19 万人。 1990 年，浦东新区成立

前 GDP 总 量 为 60.24 亿 元 ， 到 2016 年 增 长 为

8731.84 亿元， 增长 144.95 倍。 90 年代浦东新区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3.32%，2000 年至 2016 年 为

15.07%。 具体见表 2。

表 2 上海浦东新区主要经济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整理。

1991 年、1992 年没有统计数据。

继浦东新区之后，国家先后相继成立了 16 个

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1994 年）、 重庆两江新区

（2010 年）、浙江舟山 群岛新区（2011 年）、甘肃 兰

州新区（2012 年）、广东 南沙新 区（2012 年）、陕 西

西咸新区（2014 年）、贵 州贵安 新区（2014 年）、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2014 年）、 大 连 金 普 新 区 （2014
年）、四川天府新区（2014 年）、湖南湘江新区（2015
年）、 南京江北新区 （2015 年）、 福州新区（2015
年）、云 南 滇 中 新 区（2015 年）、哈 尔 滨 新 区（2015
年）、长春新区（2016 年）。

（三）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全面

深化

浦东新区的成立， 为全国树立改革开放新标

杆，其后 相 继 设 立 16 个 新 区，形 成 全 方 位、宽 领

域、高层次的开发开放新格局。 2013 年 9 月，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并于 2014 年 12 月

自由贸易区扩容，区域涵盖陆家嘴、金桥和张江，

面积 120.72 平方公里。 2015 年，增设广东、天津和

福建 3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7 年 4 月 1 日，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陕西、四川、重庆 7 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 国内自由贸易区数量达

到 11 个，占省级行政区划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前

所未有的自我开放， 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创新的窗

口，更是一次大规模制度变迁。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立短短 4 年， 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能

量，其主要经济指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上海自由贸易区主要经济指标（2013-2016）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自由贸易区作为全国瞩目、 世界关注的改革

试验区，其目标是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高

标准进行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构建公平、统一、高

年份 GDP 总量
（万元）

经济增长
速度(%)

进出口
总额（万

美元）

出口
总额

进口
总额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
收入（万

元）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
支出（万

元）

1990 60.24

1991 71.54

1992 101.49

1993 164.00 30.20 25.92 12.02 13.90 10.02 9.53

1994 291.20 28.60 47.35 23.21 24.14 13.68 19.93

1995 414.65 22.00 71.96 39.63 32.33 23.47 38.65

1996 496.47 20.20 80.78 38.75 42.03 31.01 42.56

1997 608.22 18.30 99.01 45.86 53.15 40.32 50.32

1998 704.27 16.80 119.82 52.80 67.02 44.43 55.75

1999 801.36 16.10 153.65 66.67 86.98 44.20 58.45

2000 923.51 16.50 254.86 95.80 159.06 56.40 69.60

2001 1087.53 16.10 297.83 110.22 187.61 83.02 88.30

2002 1244.00 16.70 368.98 136.02 232.96 95.18 120.92

2003 1510.32 17.50 581.33 211.92 369.41 134.80 160.35

2004 1850.13 16.40 808.07 323.78 484.29 134.40 193.58

2005 2108.79 12.10 894.75 372.12 522.63 155.31 198.79

2006 2365.33 13.40 1073.10 444.71 628.39 178.31 222.58

2007 2793.39 15.20 1280.52 528.10 752.42 260.80 287.24

2008 3150.99 11.60 1449.59 604.23 845.36 302.61 370.30

2009 4001.39 10.50 1389.89 576.50 813.39 379.99 475.67

2010 4707.52 12.40 1865.62 738.79 1126.83 428.82 524.06

2011 5484.35 11.10 2260.00 888.98 1371.02 500.26 615.24

2012 5929.91 10.10 2398.93 939.83 1459.10 550.30 666.63

2013 6448.68 9.70 2496.08 958.25 1537.83 610.59 738.44

2014 7109.74 9.30 2678.71 1006.10 1672.61 684.51 820.36

2015 7898.35 9.10 2715.54 966.52 1747.45 788.19 910.22

2016 8731.84 8.2 2648.91 932.27 1716.65 963.75 1174.16

年份
工业总产
值（亿元）

税务部门
税收
（亿元）

进出口
总额（亿

美元）

出口
总额

进口
总额

合同外资
（亿美元）

新增注册
企业数
（家）

2013 646.16 508.27 1134.33 295.03 839.30 19.09 4416

2014 572.70 576.39 1241.00 331.46 909.54 117.95 11440

2015 3901.03 1022.20 1161.11 598.56 843.72 396.26 18269

2016 4312.84 1179.83 348.65 8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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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营商环境，力争开放度最大，开放层次最高，

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产生

深远影响。 一是发挥对外开放新的示范效应。 从全

球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而我国自

由贸易区发展滞后， 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

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上海等自由贸易区形

成的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将示范带动各地区协同

发展。 二是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窗口。 自由贸易区

建设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 实施

更加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 对于有效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转

变 经济 增 长 方 式 和 优 化 经 济 结 构 将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三是参与建设全球经贸合作平台。 国际上投资

贸易领域遵循适度自由原则， 只要不是法律禁止

的均可自由试行， 我国之前投资贸易领域采取的

是行政审批和许可制，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不仅

能加快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 提高贸易投

资效能， 还可让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强大

起来， 使进入自由贸易区的企业与国际高标准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接，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区比较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 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目前的自由贸易区，二

者的共同点都是通过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经济特区相比，自由贸易区

是对经济特区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 二者都

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发展经验， 都是在实现目

标过程中风险未知的情况下，通过探索和“试错”

不断前进。 我国的改革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选取

部分试点城市或区域进行试验， 成功后再以点带

面。 国内新设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堪比当年的经

济特区， 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

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可谓经济特区“升级版”，但

其本质已发生根本变化。

（一）设区背景不同：利他的“窗口”、“试验田”

与自利的区域发展战略

经济特区始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陷

入困境时期，也是我国传统体制进行大变革时期，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处于未知。 此时，中国开始

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的经验，

在改变传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先行先试， 以便为

全国提供示范，进而逐步与世界接轨。 社会主义国

家创办经济特区中国是首次，没有经验可循。 为了

降低改革风险， 先选择改革阻力较小和条件较好

的小范围区域建立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作为一

种示范效应，再向全国推广。 在经济特区内尝试各

种改革措施，目的是发挥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

验田”作用，而非追求特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有

强烈的“利他”色彩[1]，这是中国经济特区与世界经

济特区的重要区别。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

验田”、“窗口”和“排头兵”，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成功地大规模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引领经济高速增长，开创性地把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才有了全国全方位开放局

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大大促进了

全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可以说，经济特区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探索新体制而诞生。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 社会各方

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基础， 自由

贸易区战略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整

体对外开放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 同时中国正处

于全面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自由

贸易区作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区域发展战略，

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发

展的历史必然， 也是我国应对已发生显著变化的

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的重大举

措，符合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需要。 如以上海、

天津、福建、广东等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

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强调区域自身的发

展，以“自利”为主，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 实现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促创新，以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最终能像当年深圳经济特区一样形成燎原之

势。 跨国自由贸易区则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

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实

践，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间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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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供地缘需求和发展机遇，以全面、高质量和

利益平衡为目标，加速贸易投资规则的国际接轨。

（二）发展阶段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与改革

开放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比重较

小，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落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

国策。 因此，经济特区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下，为了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

走向开放，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

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改革实

现对外开放， 然后利用更加开放的市场进一步带

动国内改革，可谓“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

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 无论是 GDP 总量还是

贸易总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资料显示，1978 年，中

国 GDP 总量为 3645 亿人民币，1986 年突破 1 万

亿，2001 年 再 破 10 万 亿 ，2014 年 GDP 总 量 高 达

636463 亿元。 1978-2014 年间 GDP 年均增长率高

达 9.8%，2007 年中国 GDP 超过德国，2010 年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

2016 年 全 年 GDP 为 744127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6.7%，人均 GDP53980 元，比上年增长 6.1%[2]。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应看到当前改革

所面临的“瓶颈”，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

配套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制度环境支撑。 目前中

国处于全面开放发展阶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

景下，自由贸易区以提升开放经济为切入点，全面

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突破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

制，探索实现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市场，然后用

市场来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 设立并拓展自由贸

易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多

依靠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的重大改革。 通过将

市场行为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主体， 使管理型政府

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大胆探索对外开放新的路径

和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

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自由贸易区探索， 将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全

球经济接轨， 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制定中赢

得主动，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设区目的不同：探索市场体制与完善市

场体制

前 40 年中国改革重点要克服低收入阶段实

现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着力解决低效率问题，突

出增强经济的竞争性和市场化。 当前全面深化改

革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新体

制矛盾，既要继续解决效率问题，又要促进社会公

平；既要继续强化竞争性，又要增强社会凝聚力。

在继续推进市场化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解决政府效率问题。

经济特区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既

要考虑既定的特区建设目标， 又要兼顾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 受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

水平限制，经济特区位置选择在经济水平较低、偏

居一隅的地区。 此外，经济特区最初主要是单向开

放，扩大出口，控制进口，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带动自身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全国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型，加快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自由贸易区肩负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 积累新

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创办自由贸易

区是平衡改革红利和掌控改革风险的重要制度创

新，设区目的在于：对外而言，为应对全球经济贸

易新规则而提前谋篇布局。 当前，以 TPP、TTIP 和

“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为代表，经济全球化新的

发展趋势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 为避免

其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需要及时做出战

略调整， 在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过程中提升

国际竞争力， 体现中国作为大国应承担的责任以

及参与新国际分工建立新型经济制度的决心。 如

通过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设立双边或多边自由

贸易区，以弘扬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主

张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发展， 逐步积累参与

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经验， 按照国际新的贸易投

资规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贸易谈判与合作，为

进一步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好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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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对内来说，是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正步入深水

区，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探寻新增

长渠道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由于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

会牵涉到诸如管理体制、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社

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所以应该适度推进，选择部

分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先试， 为全面深

化改革积累经验。 因此，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能够加

快生产要素流动， 成为中国企业融入世界创新产

业链的桥头堡，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路径选择

发展自由贸易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形

势所实施的重大改革， 更是为了探索对外开放新

路径和发展模式，逐步与全球经济接轨，在国际经

济规则制定与竞争中赢得主导地位。 中国自由贸

易区发展路径有二： 一是在国内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园区，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尝试和经验

借鉴； 二是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

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增强经贸

合作伙伴双边、多边经贸活动能力，提升资源跨境

配置效率[3]。 在当前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效显著、

潜力不断释放的关头， 围绕自由贸易区展开的多

边博弈在进一步加强，风险和挑战日趋凸显，因此

有效的路径选择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功的关

键所在。

（一）完善自由贸易区战略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改

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

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把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自由

贸易区实践相结合。 一方面，国家战略规划为国内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通

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反馈， 其实践经验可为国家

战略顶层设计提供符合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的方

法和路径。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扩围与发展，较之以

前面积更大、区域更广，新自由贸易试验区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难题。 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横跨多

个行政区域、纵贯更复杂的行政层级，导致管理协

调难度加大。 为此，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

有关部委组成领导小组，把握宏观大局。 其下可设

立办公室，负责协调统一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强化

顶层设计与自由贸易区实践紧密结合，统一部署，

统筹兼顾。 此外，对国际上有些贸易规则把握不准

时，可寻找突破口大胆试错，及时给予调整，完善

纠错机制。 针对自由贸易区在授权许可范围内的

任何改革措施和创新方案，应该给予鼓励，从整体

上把改革开放的风险程度降到最低。

（二）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伴随国际形势变化和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

重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由于前瞻性强、 透明度

高、可复制推广等优点，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中

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为了与国际投资规

则体系接轨，促进中国更好地引进外资，应加速负

面清单模式的试点与推广。 以先期设立的四个自

由贸易区为试验田，发现问题、积累经验、改进清

单内容并逐步实施推广，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过渡，

促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上海、广东、天津和福

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战略定位上各有侧重：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以

及推动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 [4]；广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促进内地与香

港澳门经济融合；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贯彻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以“对台湾开放”与“全面合作”为方向，进一步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以及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核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

自由贸易区改革在于更大的贸易自由及投资

便利。 自由贸易区正是逐步收回政府 “看得见的

手”、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尝试，因此更需要

稳步推进，针对国际上通行的“高标准”贸易规则，

充分发挥其先行先试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一

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新的投资机

遇，更是一场权力运行机制的革命。 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一大要务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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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放宽投资市场准入条件， 从根本上提高市

场准入自由化程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其改

革的一大亮点，承载了中国政府放松管制、简政放

权的决心， 也是中国经济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的

重要一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4 年来，有 20
多项成熟的制度开始在全国复制推广， 特别是在

投资管理、 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的实质进展。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后续的广东、天津、福建

等自由贸易试验区， 都肩负着深化改革的时代使

命，深化改革不仅涉及经贸层面，更重要的是涉及

到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综合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

等系统化方面， 因而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不仅是

量的增加，更是制度创新质的升级。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与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

紧密对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实行“迎客式开放”，

借助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面对

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 自由贸易区在继续承担着

“迎客式开放”重任的同时，更应在国际贸易投资

规则上为中国经济“走出去”进行有效探索。 “一带

一路”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新起点，并且以

“走出去”的强大动力带动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需要大量资源支撑，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资金的压力， 但这是远远

不够的。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的开放程度

对周边地区有着虹吸效应， 在金融政策、 贸易政

策、 人才政策上的优势会吸引周围城市大量的资

金和人才流入。 这种虹吸效应可解决发展的资源

需求问题，是“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待

自由贸易区发展成熟后， 其中汇聚的大量资源又

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反哺于周边地区，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支持。

加快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实现对外战略目

标、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 设立跨境自由贸易

区并不断拓展其规模， 目的是探索中国对外开放

新的路径和模式， 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境自由贸易

区建设的探索，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

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跨境自由贸易区作为“一

带一路”的载体，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

因此，应加快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规划科学合理的谈判路线图， 将中国改革开放的

红利、 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传递给周边。 积极同

“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

需要努力扩大自由贸易区数量，更要讲究质量，逐

渐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四、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国际经贸规

则的变化与调整，中国明确提出实施“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深化改革，

努力拓展对外开放的新空间，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

为全方位实现对外开放，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与

沿线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双边、多边跨境贸

易交流合作提供新平台。 这其中包括快速推进以

东亚、 东南亚为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RCEP）框架协定谈判，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的可行性研究，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BRICS）、二十国 集团（G20）等 机 制 下 与“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协议谈判实现新的突破等，

通过签署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跨境自由贸

易区，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

贸易往来提供规范、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

降低跨区域生产和贸易往来成本，提高贸易效率，

促进双边乃至多边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

（一）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为顺应世界经贸投资自由化、 区域性协定迅

速增加和国际贸易标准逐渐高端化等新趋势，制

定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总体规划， 明确未来中国

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的作用、谈判的伙伴国范围、开放领域以及开

放程度， 将有利于整体开放格局的构建和开放路

径的选择。 应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规制基础上，努

力促成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拓展改革开

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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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开放格局， 促成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

由分散向总体布局有序推进转型。 首先，加强“一

带一路”经贸合作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对接，通

过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促

进“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致力于高标准自由贸易

协定谈判，深度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在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构建既能体现中国

特色，又能平衡全球各国利益的贸易投资新规则，

推动自由贸易区高标准、高水平开放，使中国在地

区治理平台和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中国有能力也有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带头引领

作用， 协助周边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等谋求自

身发展。 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双

边 和 多 边 层 次 发 挥 中 国 在 中 国—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和中国—澳大利亚

自由贸易区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积极开展中日

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巩固现有的经

济合作基础， 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其

中，在双边领域合作上，已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的国家容易在亚太自由贸易区方面达成共识，有

利于达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在多边领

域合作上，RCEP 谈判将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的重要推动力量。 此外，由于 RCEP 的非排他性特

征， 亚太自由贸易区可以不断吸引其他亚太地区

成员加入，最终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实现亚太地

区经济一体化。

（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加强与沿线

国家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强调经济上合作，但在

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经济联系过程中， 毫无疑

问会输出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可借跨国自由贸易

区构建，强化在区域经济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在稳固既有贸易伙伴关系基础上， 依托“一带一

路”选择沿线枢纽国家，商谈建设跨境自由贸易区

的可行性。

加强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既要实现“道路联

通”，也要实现政策沟通。 一方面，中国基础设施建

设具备强劲的竞争实力，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

产业，并形成了融资、开发和建设完备的产业链，

可为沿线国家提供融资、规划、设备、建设等一揽

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谈判本身就是

与有关国家进行政策沟通的有效平台， 因此在推

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

不同的谈判对象采取不同的灵活态度， 制定现代

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体系， 在努力

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为地区

规则和秩序重构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因此还要倡导多元化发展路径，建设包容

开放的经贸关系。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可以有所

选择地推动符合自身开放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

区域合作模式， 采取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区域

合作试验，寻求对接“一带一路”最佳结合点。 在合

作框架上，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实现多机制结

合；在战略内容上，以双边、多边经贸为主，多维度

全面推进；在战略推进顺序上，由近及远、先易后

难、由点到线再到面，最终实现从区域到全球的规

划布局。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随 着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进 程 加 快，201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币获准成为主要 国际储 备货币被 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这代表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开

始。 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同时会激

发对金融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探索在跨境融资、

创新型投行、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等新兴业务上，

开辟新的市场增长点。

一是建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发展诸如

存托凭证（CDR）、亚洲美元债券、人民币国际债券

等金融商品， 以满足自由贸易区内外投资者的需

求。 借助自由贸易区的特殊定位和试验区特色，允

许交易平台在投资者范围、资金流向、产品创新方

式、 监管模式等方面参照国际成熟市场通行做法

大胆创新，在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

跨境使用、 探索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发挥其独特

作用。

二是推动金融制度规则与国际市场接轨。 中

国的金融制度建设应紧跟国际最新发展形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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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o Free Trade Zones: the Deductive Logic
of the Path and Goal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LUO Qing-he, ZHU Shi-yi
(College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e “windows”and “experimental fields”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Their “altruistic” background determines they aim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planned economy and explore
a new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at is conducive 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tablished in the
new era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he free trade zones aim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on the basis of “self-
intere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ame as the breakthrough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like that in Shanghai further advanc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like that in Shanghai mirrored th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Compared with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free trade zones help deepen the reform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facilita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but they both keep progressing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trial and error”. The free trade zones are the experiments China initiated in th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may be called “the updated vers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rom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o the
free trade zones, we can trace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deductive logic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free
trade zones develop along two paths: one is to establish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t home so a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reform. The other is to establish free trade zones across borders with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s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in the fields such as trade and investment. Our goal is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 still greater depth, in still more areas, and at still higher levels with
the opening-up policy of integrating “bringing in” and “going global”,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stablish free trade zones together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o as to provide new
platforms for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ross-border trade.

Key words:special economic zones; free trade zone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lay the roles as first movers;
demonstration effec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国际惯例接轨， 推动境内金融市场制度进一步完

善。 同时运用底线思维避免系统性风险，不断提升

金融服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

三是集聚境内外中介机构。 通过自由贸易区

平台建设，推动形成市场化、国际化金融资产交易

中介服务体系， 吸引全球金融投资中介机构在自

由贸易区集聚。 逐步建立以自律监管为主、政府监

管为辅的综合监管体制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者

保护体系，督促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严厉

打击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确保市场规范、安全、

有效运行。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对外开放进程。 为应对

来自境外市场的竞争， 亟需加快境内市场对外开

放步伐。 应以自由贸易区为试点，在风险可控前提

下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放宽对境外投资者的

市场准入，扩大其可投资标的范围，逐步消除跨境

资本流动的障碍，夯实境内流动性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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