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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自贸区(FTZ)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自贸

区(FTZ)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自贸区(FTZ)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自贸区(FTZ)行业的现状

、中国自贸区(FTZ)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自贸区(FTZ)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自贸区(FTZ)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自贸区(FTZ)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自贸区(FTZ)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相互彻底取消商品贸易中的

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商品在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来自

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政策。有的自由贸易区只对部分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ldquo;欧洲

自由贸易联盟&rdquo;内的自由贸易商品只限于工业品，而不包括农产品。这种自由贸易区被

称为&ldquo;工业自由贸易区&rdquo;。有的自由贸易区对全部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ldquo;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dquo;和&ldquo;北美自由贸易区&rdquo;，对区内所有的工农业产品

的贸易往来都免除关税和数量限制。

     海南自贸区经过两年左右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制度创新成果，但相比上海，在金融和部分

投资、贸易领域仍需要进一步发展。海南自贸区建设相比其他自贸区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海

南原先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所需的部分加工、金融产业，导致政策推进相

对缓慢；二是海南自贸区建设需要考虑与自贸港的衔接，部分政策不能直接借鉴现有模式，

需要自己探索，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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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相关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7.1 金融业

 7.2 交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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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自由贸易园区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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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政策聚焦

 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

》，同意海南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进一步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扩大金融领域开放并加快航运领域发展。

 海南将试点其他自贸区 30 项政策                           政策概要             政策方向             政策内容             

负责部门                               提升投资贸



易便利化水平             检疫监管             创新国际会展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探索检验检疫证书国际

联网核查机制             海关总署                               异地委托监管             对注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内的大型设备涉及跨关区的，按需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             海关总署                               货物

贸易监

管制度             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更高标准的&ldquo;一线放

开&rdquo;&ldquo;二线安全高效管住&rdquo;货物贸易监管制度             海关总署、商务部              

                汽车整改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平行进口汽车标准符合性整改业务，支持

开展平行进口汽车销售服务标准建设             海关总署、商务部                               进口药品             

支持设立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             药监局、海关总署                               医疗器械注册

人制度             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允许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或注册人委托具备相

应生产条件的企业生产样品或产品             药监局                               支持海南与港澳加强合作            

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

，与港澳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开放             商务部、港澳办                               放宽服务贸易限制            

在合适领域分层次逐步取消或放宽对跨境交付、自然人移动等模式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            

商务部                               保护境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允许符合条

件的境外投资者自由转

移其合法投资收益             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汇局                               司法-外国与中国             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实行

联管，允许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律师事务所通过协议方式

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司法部                               司法-港澳与内地             允许港澳与内地合

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内地律师受理、承办内地法律适用的行政诉讼法律事务，允许港澳与内

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以本所名义聘用港澳和内地律师             司法部                               外商独资

出境旅游业务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独资旅行社申请试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赴台湾地

区除外）             文化和旅游部                               扩大金融领

域开放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推动与大宗商品出口国、&ldquo;一带一路&rdquo;国家

和地区在油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保税燃料油供应以人民币计价

、结算             人民银行等                               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

业             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依法设立民营银行、金融租赁

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境外人民

币离岸建设             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战略合作，稳妥推进境外机构和企业发行人民

币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人民银行、证监会                               加强海南与港澳互通             



支持海南在合理的框架下探索与港澳地区的资金互通、市场互联机制             商务部、港澳办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简化保险

高管备案管理             取消对保险支公司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事前审批，由省级银保监机构实

施备案管理             银保监会                               促进保险、金融租赁、跨境融资租赁发展             鼓

励保险资金支持租赁业发展，丰富保险投资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

企业利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支持开展跨境融资租赁服务             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促进基金业发展             鼓励各类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社

会资本设立投资基金，鼓励境内资本与境外机构合作设立合资投资基金；支持建设以项目投

融资服务等为重点的全国性基金管理服务平台             证监会、人民银

行、发展改革委                               加快航运领

域发展             临时运输             允许特定条件下租用外籍船舶从事临时运输             交通运输部       

                        海员外派与船员培训             进一步便利国际船舶管理企业从事海员外派服务；支

持设立船员改革试点港口，在船员培训方面按规定给予政策支持             交通运输部                       

       液货危险品运输             适应海南自贸试验区发展需要，支持其引导液货危险品运输企业加

强整合，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交通运输部                               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            

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研究开展航运运价指数场外衍生品业务的可行性             交通运输

部、证监会                               推进港口等作业电子化             最大限度实现覆盖船舶抵离、港口作

业等口岸作业各环节的全程无纸化，推进贸易领域证书证明的电子化管理             海关总署、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多式联运             发展以&ldquo;一单制&rdquo;为核心的便

捷多式联运；建立健全适合海岛与内陆多式联运的标准规范和服务规则，加强与国际联运规

则

的相互衔接；建设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推进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企业间多式联运信息开

放共享和互联互通             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民航局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             积极探索与&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在运输安全

、环境保护、通关查验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             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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