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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海自贸区建设契机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益

智

( 浙江财经大学ꎬ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颁布了«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ꎬ涵盖了商品流通、仓储物流、税制改

革、金融投资等多个方面ꎮ 由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ꎬ呈现东高西低、东密西疏的布局ꎬ形成了一
个以上海为极点ꎬ中东部各省会城市为副点的一带多的经济格局ꎮ 自贸区的成立对上海周边地区乃至整个长江经
济带而言ꎬ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ꎬ也为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ꎮ 长江经济带更应该抓住这个
制度建设的契机ꎬ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关键词: 上海自贸区ꎻ长江经济带ꎻ深化改革ꎻ制度建设ꎻ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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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国务院正式颁布了 « 中国

东风ꎬ复制和推广上海自贸区的成功经验ꎬ并借助上

(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ꎬ涵盖了商品流

海的经济、金融、物流、供应链中心地位ꎬ进一步加强

通、仓储物流、税制改革、金融投资等多个方面ꎮ 上

与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等现有

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箭矢ꎬ自贸区的成立必将

经济区域的合作ꎬ形成开放协同的发展新格局ꎬ那么

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ꎬ必将为促进

长江经济带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发挥更大

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ꎬ其中ꎬ有着长江串联东中西

的带动作用ꎮ
但由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ꎬ

的长江经济带更应该抓住这个制度建设的契机ꎬ实
现跨越式发展ꎮ

呈现东高西低、东密西疏的布局ꎬ形成了一个以上海

１

为极点ꎬ中东部各省会城市为副点的一带多的经济

上海自贸区与长江经济带的关联
长江经济带包括长江沿岸的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 １１

省市ꎬ从地理位置上看ꎬ上海处于东部沿海经济带和
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ꎬ是整个长江经济带连接海外
贸易的关键点ꎮ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蜿蜒千里的巨
龙ꎬ那上海就是这条巨龙的龙头ꎻ若把中国东海岸比
喻成一张力满千钧的弓ꎬ长江就是一支离弦之箭ꎬ而
上海就是这支箭的箭矢ꎮ
据 ２０１４ 年统计数据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的

格局ꎮ 因此ꎬ上海自贸区的成立ꎬ对上海周边地区乃
至整个长江经济带而言ꎬ既充满了历史性机遇ꎬ又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ꎮ

２

２.１

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机遇
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初衷
上海自贸区初始面积 ２８.７８ 平方公里( 含外高

桥、临港新城等) ꎬ试验区面积很小ꎬ设立的初衷就
是要把经验扩展到全国ꎬ“ 试在上海ꎬ意在全国” ꎬ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格局ꎮ 自贸区的改革职责主要

ＧＤＰ 总量接近 ３０ 万亿ꎬ占全部省( 区、市) ＧＤＰ 总量

是五个方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ꎻ扩大投资领域开

值 ７０ 万亿的 ４２％以上ꎬ但是与长三角相比ꎬ长江经

放ꎻ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ꎻ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济带中上游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ꎮ 目前ꎬ上海已发

以及完善法制领域制度保障ꎬ所以名为自贸区ꎬ实际

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中心ꎬ受益于自贸区的成立ꎬ

上是牵涉诸多维度的制度性变革ꎮ 一是行政改革ꎮ

上海还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物流特区、亚太地区供应

以放松管制为亮点的管理制度改革ꎬ即负面清单ꎬ事

链上的核心枢纽ꎮ 因此ꎬ若能搭乘上海自贸区这股

中事后审批ꎬ政府职能转变ꎬ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方面自贸区进展颇多ꎬ但也是未来阻力很大的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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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ꎬ约束政府这只手也是根除腐败土壤的一
剂良药ꎮ 自贸区 ２０１３ 年负面清单 １９０ 条ꎬ２０１４ 年减
少为 １３９ 条ꎬ减少 ２６.８％ꎬ现在正积极研究 ２０１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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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负面清单ꎬ希望进一步扩大开放度和透明度ꎮ 以自

贸区扩区新一批政策也同时推出ꎮ 上海自贸区接下

贸区试点为契机ꎬ上海也在积极推进另一份行政权

来要重点推动 ５ 项工作ꎬ包括共同打造开放度最高

力清单ꎬ目标是行政权力都进清单ꎬ清单以外无权ꎮ

的自由贸易园区ꎻ在浦东新区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

这份“ 权力清单” 的制定原则是广覆盖、全流程、标

的贸易监管措施ꎻ持续推进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贸易

准化ꎬ即不仅覆盖市级和区县级部门ꎬ还包括街镇一

便利化变革ꎻ要改进政府服务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

级的行政权力ꎻ包括了决策、执行到监督等权力运行

的生态环境ꎻ注重企业感受ꎬ解决企业问题ꎮ 在国务

环节的全流程ꎬ经初步梳理ꎬ共有 １８ 类权力ꎻ并做到

院批准的« 进一步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目录管理、业务手册、办事指南、网上运行、数据共

改革开放方案» 中ꎬ就提出上海自贸区要“ 力争建设

享、监督检查“ 六位一体” ꎮ 二是金融改革ꎮ 就像中

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

区试点虽然以贸易区为名ꎬ其实核心是金融改革ꎮ

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ꎬ既包括了原来 ２８.７８ 平

国许多事情都是“ 打左灯ꎬ向右转” 一样ꎬ上海自贸

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 ꎮ

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中外合资银行、离岸业务、资本

方公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ꎬ也包括了剩余的非海

项目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ꎬ对外投融资便利、跨

关特殊监管区域ꎮ 因此ꎬ打造开放度最高的自贸区ꎬ

境人民币收付、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便利等领域都

也分为两个层面ꎮ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重点是与国际

是自贸区改革的重点ꎬ金融自由化、汇率国际化、利

规则接轨ꎬ开展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化试点ꎬ代表

率市场化( 存款保险) ꎬ金融货币管理体制改革都会

国家参与国际竞争ꎮ 保税区要在先行先试、扩大开

以此契机孕育ꎬ而这些金融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实

放、制度创新等方面走在最前面ꎬ大力发展离岸金

体经济服务ꎬ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ꎮ 例如三文鱼进

融、离岸贸易等离岸业务ꎬ发展对外投资ꎬ打造国内

口ꎬ现在 ３ 天内可以从上海洋山港到达消费者手中ꎬ

企业走出去的平台ꎮ 而在新扩展片区ꎬ重点则是发

减少 １０％ꎬ 更 重 要 的 是 食 材 鲜 美 程 度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业和功能优势ꎬ同时承接特殊监管区域的创新开放

监管区推广ꎬ武汉海关已推出 １３ 项复制政策ꎬ１４ 项

势越来越明显ꎬ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ꎬ上

原来要通过北京审批ꎬ需要 ２０ 多天ꎬ仓储运输成本

挥各片区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产

月ꎬ１４ 项监管创新制度在长江沿岸 ５１ 个海关特殊

举措ꎮ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ꎬ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态

贸易便利ꎬ先进区后报关ꎬ保税展示交易ꎬ大大降低

海自贸区积极探索适应新型贸易态势的监管模式ꎬ

了企业的运营成本ꎮ 三是市场改革ꎮ 上海自贸区的

积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等业务发展ꎮ

设立有助于发挥集聚效应ꎬ推动平台经济发展ꎬ国际

这其中又包括了支持建立开放的跨境电子商务的公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石油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国际

共服务平台、探索发展跨境出口业务、逐步扩大跨境

金融资产交易所、红酒国际交易中心、咖啡交易中

电子商务进出口规模、培育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ꎮ

心、建材设备交易中心等均落户ꎬ这些动作显示了中

包括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外贸企业提供通关、

国在制定标准ꎬ争夺话语权方面的布局ꎬ随之而来的

融资、营销、支付等专业服务ꎬ进一步帮助企业降低

是石油、黄金价格暴跌ꎬ国际骗术失灵ꎬ国内打击周

成本ꎬ提高效率ꎮ

老虎石油帮ꎬ打击垄断等ꎬ为中国经济腾飞扫清障

３

碍、奠定基础ꎮ
２.２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契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国务院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２０１５ 年ꎬ上海自贸区从 ２８.７８ 平方公里扩大到

展规划的批复» 已获得原则性同意ꎬ这成为 ２０１４ 年

术园区、金桥开发区都纳入其中ꎮ 而陆家嘴金融贸

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ꎬ« 规划» 强化武

１２０.７２ 平方公里ꎬ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新技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 出台后国

易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ꎬ自贸区扩容

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ꎬ明确了六个方面重

后上海将在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资本市场建设等

点任务ꎮ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三大国家级战略之

方面将努力有更大作为ꎬ在评估人民币业务后ꎬ上海

一ꎬ能够推动区域统筹发展ꎬ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汇业务也将进一步开放ꎮ ２０１５

含的巨大内需潜力ꎬ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挂牌ꎬ上海自

江内陆拓展ꎮ 有利于长江沿线各省市互通互联ꎬ缩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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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ꎬ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

以上海自贸区这个点ꎬ带动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口

新走廊ꎬ促进西部、中部和东部的板块联动ꎮ 规划及

岸这条线ꎬ并以此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乃至周边区

意见明确长江经济带重点任务及定位ꎬ并且打造立

域这个面的发展ꎮ

体交通走廊将是长江经济带规划的重中之重:长江

在未来ꎬ随着产业有序转移和产业链优化整合ꎬ

经济带总体布局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

可形成以上海自贸区为核心口岸ꎬ上海及周边地区

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ꎬ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

作为研发、销售、结算等支持体系ꎬ江苏、浙江等东部

城市群为补充ꎮ 其中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ꎬ辅

地区为高端制造市场ꎬ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为中低

以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的国际化水平提升ꎮ 长江

端制造市场ꎬ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为自然资源初加

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ꎮ 成渝城

工市场的整个长江经济带产业供应链格局ꎬ即产业

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城市ꎮ 通过完善的层级网

链自西向东分别为上、中、下游ꎬ并在上海与国际市

络规划ꎬ使得长江经济带实现互联互通ꎮ

场接轨ꎮ 在资金、技术服务上ꎬ形成自东向西的金融

３.１

区域通关一体化

和技术支持体系ꎬ带动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的产

目前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总共有国务院批准的

业升级和经济发展ꎮ 因此产业链自西向东流动、资

对外开放口岸 ７０ 个ꎬ若能将这些口岸统一起来ꎬ必

金技术自东向西流动ꎬ就打通了整个沿江产业发展

将形成长江经济带上互相连接的一串璀璨明珠ꎮ 幸

脉络ꎬ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新局面ꎮ

运的是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

３.３

新制度成果将在长江经济带复制推广ꎬ目前海关总

区域经济发展ꎬ就显得极为必要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上

广志答记者问时就表示ꎬ上海自贸区的海关监管创
署正抓紧研究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试点ꎬ发挥上海
自贸区在长江经济带制度创新中的引领和辐射作
用ꎬ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长江流域的大通关体制ꎬ实
现沿江不同关区之间的一体化作业ꎮ

研究总体规划ꎬ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研究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ꎬ协调各

海就启动了关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建设的宏观战
略课题ꎬ联合了区域内 １４ 所重点高校ꎬ共同规划打

造长江经济带的地方版本ꎮ 除付诸于学术研究外ꎬ
在实践上也必须群策群力充分考量ꎮ 在统筹机构

通过区域通关一体化ꎬ提高通关效率ꎬ打造长江

上ꎬ建议成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委员会ꎬ可由各地

流域的黄金水道ꎬ并借助上海自贸区的港口、海运、

金融办协调发起ꎬ联合各地企业集思广益ꎬ形成一个

空运、仓储等领域的开放优势ꎬ必将打开长江经济带

不仅仅是统筹规划的平台ꎬ而且还是各地方政府交

的供应链服务大市场ꎮ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ꎬ将重新

流协作的平台ꎬ各地方企业沟通合作的平台ꎮ 打通

布置跨国企业在亚太地区的供应链格局ꎬ大型跨国

长江经济带产业链ꎬ优化各地产业布局ꎬ统筹政策、

企业的亚太供应链协调中心将会从香港、新加坡等

制度、金融等各方面发展ꎬ打造出产业链条化、制度

地移师上海ꎮ 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也将使得供应链金

协调化、金融流动化的长江经济带大平台ꎮ

融服务升级换代ꎬ使得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最重要

３.４

的节点ꎬ而长江经济带上的 ７０ 个对外开放口岸ꎬ将

因地制宜ꎬ优势互补
在总体规划、统筹发展基础上ꎬ需因地制宜ꎬ制

是连接这一节点的一串璀璨明珠ꎮ

定出既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ꎬ又能与区域经济协

３.２

产业发展互补互通

调发展的政策制度ꎬ并引导产业升级、差异化发展ꎬ

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ꎬ跨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

做到上下游衔接、优势互补ꎬ同时切实引导金融体系

区域、中部内陆经济发展区域、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区

有效支持当地企业发展ꎮ 大体上ꎬ可以自西向东的

域ꎬ各区域发展阶段不平衡ꎬ产业梯次较为明显ꎮ 东

产业链布局和自东向西的金融流动格局为蓝本ꎬ形

部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ꎬ集中了资金、技术等优势

成双向流动的经济布局ꎬ以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

资源ꎬ而随着沿海制造业内迁ꎬ中部内陆地区如湖

贸易优势不断支持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ꎬ以中西

南、湖北ꎬ经济正处于较快发展阶段ꎬ而西部欠发达

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中低端产业供给东部地区的高

地区如云南、贵州具有自然资源优势ꎮ 因此ꎬ作为长

端制造业、服务、贸易业等的发展ꎮ 比如ꎬ上海可以

江经济带龙头箭矢的上海ꎬ可充分发挥在经济、金

自己的金融建设经验ꎬ协助并联合各经济区域建立

融、贸易、物流上的核心地位ꎬ以点带线、以线带面ꎮ

区域性金融市场ꎬ将上海的经验和部分资金带到当

３５

益智:利用上海自贸区建设契机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地来ꎬ因地制宜地支持当地企业发展ꎮ 再比如ꎬ上海

题ꎬ实现整个城市群区域的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ꎻ二

吸引跨国企业服务性机构如财务、销售等部门进驻

是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上下和横向联动ꎬ引导金融

上海ꎬ而将制造部门分流到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ꎬ

机构对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产业发展提

同时完善整个长江经济带的河运、铁路等物流运输

供综合融资的金融需求ꎻ建立创新导向的金融政策

设施ꎮ 这不仅是打通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格

体系ꎬ拓宽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ꎬ建立多层次的金融

局ꎬ同时也打通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格

市场体系ꎬ逐步实现金融机构的差异定位ꎬ合理分

局ꎬ有助于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ꎮ

工ꎬ形成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创投和产业投资基金

３.５

等多样化的金融业态ꎮ

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的金融合作
« 长江经济带建设意见» 关于金融方面的直接

发展长江经济带时各地区应避免“ 本位主义” ꎬ

内容有 ５ 条 ８ 个具体内容ꎬ但这是比较狭义的理解ꎬ

要注重各地区间协作梯度发展ꎬ同时要避免盲目跟

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金融创新的要求是全面且

风ꎬ各地区领导要外向、要创新、要有领跑的心态复

系统的ꎮ 以上海建设航运中心为例ꎬ虽然已取得很

制上海自贸区以及其他自贸区的经验ꎬ迎接长江经

好的成效ꎬ但离国家要求的“ 把金融、航运和贸易作

济带的发展黄金期ꎬ争取在未来时期使长江经济带

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建设” 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ꎬ因

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ꎬ到 ２０２０ 年经济

此« 意见» 在产业创新和金融融合层面提出了更为
明确的要求ꎮ

总量达到全国的 ５０％以上ꎮ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的金融合作既是趁势发
展也是重要组成部分ꎬ同时亦有利于促进城市群之
间的协调发展ꎮ 在建设发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中ꎬ
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ꎬ加强金融与政府的联合ꎬ克
服行政区划对金融的阻碍ꎮ 城市群之间的金融合作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金融合作机制ꎬ
要建设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协调机制ꎬ来协调区域的
发展规划ꎬ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ꎬ比
如联席会议制度来研究区域金融发展机构网点的布
局政策及协调解决金融机构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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