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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优化空间布局研究
孙久文,李承璋
(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为了顺应全球化新趋势以及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政府体制弊端初显等一系列问题,中共中

央决定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 四大板块+三大经济带” 的区域战略为背景的新时代,自贸
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试验效果决定了其未来的复制推广模式。 通过创新投资管理制度,推进园区经济模式和改
革政府监管制度,自贸区实现了促进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和拉动所属区块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未来的自贸区建设过
程中,自贸区选址策略向中西部倾斜,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和园区经济制度的优化,地方政府监管制度的改革,各
地积极匹配自贸区建立的基本条件是实现中国区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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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的战略定位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时代,改革

开放进入攻坚战,步入深水区。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
长期呈现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态势,美国等国家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 为了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设立自由贸易
试验区( 简称自贸区) ,作为应对新的国际经济贸易
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第一 个 自 贸 区 设 立 在 上 海。 按 照 《 中 国 ( 上

上海自贸区的“ 负面清单” 制度,立足广覆盖、
全流程、标准化,做到行政权力皆进清单、清单以外
无权力。 自 2018 版负面清单实施以来,共新设外资
项目 601 个,吸引合同外资 42. 3 亿美元,实际使用
外资 24. 9 亿元。
表1

上海自贸区 2016 年的基本发展情况

指标
预算收入
工业总产值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的要求,上海自贸区

服务业营业收入

进行的改革实验包括:加快政府职能向适应新的经

外贸进出口总额

济形势转变,扩大开放的重点放在投资领域,推进国
际贸易的发展促进贸易方式的转变,深化金融领域
的开放 创 新, 完 善 法 制 领 域 的 制 度 建 设。 特 别 是
“负面清单” 制度的退出,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重要举措,受到广泛的赞誉。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其中;出口额

数值(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59. 38

23. 7

4167. 59

7. 0

4312. 84
7836. 80
2315. 85

14. 2
5. 9

14. 5

资料来源: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统计资料

通过总结上海自贸区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自
贸试验区的拓展,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更加清晰:新时
代背景下自贸区战略旨在适应深度全球化,转变经

正式成立。 自贸区的面积为 28. 78 平方公里,由上

济增长动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新一轮

区、上 海 浦 东 机 场 综 合 保 税 区 等 4 个 区 域 构 成。

首先,自贸区是适应深度全球化的重要对策。

海市的外高桥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
2014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批准中国( 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面积扩展到 120. 72 平方公里。
收稿日期:2019-03-15
作者简介:孙久文,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理论,

的改革开放提供孵化器和新引擎。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因市场迅速开
放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开放的正确性有目共睹。 但随着中国参与全
球化的价值链分工趋于稳定,一个阶段性发展已经
完成,开放的红利也逐渐降低。 当前,经济全球化继

区域经济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李承

续向纵深发展,其覆盖面从贸易延伸到投资,市场准

璋,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入的内涵超越以往商品意义上的市场开放,投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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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对外资准入的扩大,会促使贸易自由化向投资自

保护力度等也是外资持有者投资与否考虑的主要因

由化转变。 投资自由化对于开放程度有着很高的要

素。 中国的自贸区设立为外国投资提供了更为国际

求,为了适应新的开放标准和把握全球化深化的崭

化、法制化、自由化的投资环境。

新机遇,自贸区应运而生。 中国自贸区明确了负面

第一,自贸区的设立通过扩大行业准入领域促

清单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让外资企业享受与国

进了外国投资。 通过参考全球化的新规则,在风险

内企业同样的国民待遇,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双

可控的前提下,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致力于推动于各

边投资协议谈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个领域的透明开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负面

其次,自贸区是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的引擎。 过

清单以外的领域面向国外投资者全面开放,符合相

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大规模的工业化、

关要求的各类行业主体可依法平等地进入市场,享

城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随

受国民待遇。

着传统产业投资接近饱和,经济发展出现降速,粗放

第二,自贸区的设立通过简化外资进入流程促

式增长难以为继。 为了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实现经

进了外国投资。 在以投资便利化为宗旨的前提下,

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向高质量转变,培育新的增长

在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中国各个自贸区

动力迫在眉睫。 自贸区的建立正是肩负着这一重

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充分利用审批流程中网络信息

任,通过推进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在特定城市中

平台,采用检验检疫通关无纸化、对外企的核查以备

集聚大型企业与先进科技。 届时,中国将不再依赖

案制取代审批制和建立自由贸易账户等方法,取得

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成为创新型国家。

了良好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手续和审批流

最后,自贸区是构建新型政府体制的推手。 在

程不断简化。

前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中,政府主要扮演启动和培

第三,自贸区的设立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促进了

育市场的主导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政府

外国投资。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自贸区内不断推

不应当继续主导资源配置,而应当让市场成为资源

广金融制度的创新和升级,规范的金融服务和投资

配置的主体。 特别是政府主导下审批型经济,项目

平台渐渐成型,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得到充分发

投资都需要经历复杂的行政审批,无形中增加了政

挥,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更加便捷,进一步促进了外

府的行政成本,不透明不规范的政策措施,则会造成

国投资的流入。 所以,自贸区建设可以吸引更多的

外商投资成本的提高。 自贸试验区建立的目的正是

外国投资,随着外国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的乘数效

要减少审批,形成一种监管与服务统一的市场取向

应在自贸区设立地不断显现,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增

型政府体制,这就是负面清单制度的核心内涵。

长。

建立自贸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2. 2

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的

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投资有待培育,

重大战略部署,其主要内涵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全新

增长动力转变势在必行。 为了实现以创新为驱动力

的开放格局,迎接贸易自由化到投资自由化的转变

的经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加上廉价劳动

以及在过程中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一个以服务监

力优势的消失,要求我们通过构造新的经济创新实

管为主要任务的政府,这些转变无不与区域经济发

验基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贸区正是经济创

展息息相关。

新的实验田,承担着商品和服务的集散功能。 自贸

2

概括起来,自贸区的建设通过改变投资管理制
度,设立园区经济模式和革新政府监管制度这三个
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 1

负面清单管理为主体的投资管理制度

创新为主导的园区经济制度
当前,中国传统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新

区的建立通过资源共享共用促进了创新和产业集
聚、协调。
第一,自贸区本质上是一种园区经济,是所属城
市产业集聚和协同的示范区。 在园区的经济体制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外国资本对于政策环境

下,聚焦的基础设施,集约使用的土地资源,便利的

和入关手续的便利度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一个地

对外贸易以及透明普惠的产业政策极大的降低了产

区的开放程度、科创技术、工资水平和当地对外资的

业的生产和贸易成本,突破了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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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约束,因此各类产业被吸引过来,在自贸区所属

性开放。 第一,自贸区的设立通过对标国际制度推

地集聚。 集聚带来的企业间竞争不可避免,企业为

动政府改革。 自贸区是中国贸易接轨国际的一个重

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目标,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必

要窗口,随着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政府的监管制度

须更加专注于创新。 根据 Myrdal 的循环累积因果

需要对标国际上的标准,在涉及市场经济规则的法

理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
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

[2]

律法规方面参照国际市场惯例,聚焦于事中事后监

在自贸区中,这

管问题,从而推动政府部门的改革,干预的减少。 政

种因果就体现在产业集聚促进了园区内企业的科技

府退出不是缺位和弱化监管而是意味着更合理有效

创新,企业的科创成果反过来又会吸引产业进入园

的监管,形成更有利于外资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

区,形成集聚。

第二,自贸区的设立通过学习先进治理经验推动政

第二,自贸区是以自主创新为战略目标的科创

府改革。 政府职能转型是创新与发展的前提,除却

新区。 过去 35 年,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一战略在

对标国际制度外,在对外商贸过程中,一些其他国家

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将中国的

先进且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会流入中国,在学习效

国家价值链分工固定在了相对较低的位置。 能不能

仿这些有益经验时,政府治理能力会不断提升。 随

改变价值链分工低端地位,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以技

着政府的不断改革,旧体制对市场的种种约束被消

术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 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发

除,政府监管变得更为透明公开,市场配置资源的活

展目标的自贸区内对于高新科技领域的投资更有意

力被激发,经济脉络被打通,各要素保持高速流动,

愿,高新产业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投资水平意味

一个成本低,效率高的营商环境应运而生。 故而在

着这些产业有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这为科技创

自贸区建设推动政府改革后,政府监管不再越位,区

新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域经济在竞争自由的环境下生机勃勃的发展。

第三,园区经济模式下的自贸区通过打造的一
个成本低,效率高的大宗货物和高额融资交易平台,
并通过本土企业的 “ 走出去” 和外国企业的 “ 引进
来” ,攀升价值链分工,掌握东道国最新的技术研发

3

3. 1

自贸区空间布局的优化途径
自贸区的空间布局
自贸区的理论基础来自于 Ricardo 的比较优势

动态。 这种开放型增长新格局形成了集聚的新科技

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来自于比较优势,

产业,高新产业带来的比较优势通过自贸区这一对

每一个国家应当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商

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会承接国际上发达地区的

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

产业转移。 自贸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的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区位条件及发

集聚,从而不断优化自身产业布局并完善了产业配

展水平等存在差异,因此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各不

套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因此,自

相同。 此外,诸如对外开放程度、信息化水平、货物

贸区建设可以促进以高新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聚,

周转能力、科创水平和投资水平等因素对于每个地

并高度协同,最终形成区域的增长极,发挥示范引领

区的比较优势也会有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因此,自贸

作用,进而拉动区域经济不断发展。

区选址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一个地区具

2. 3

备自贸区建立的一些基本条件,能够发挥出当地的

公平法治为轴心的市场监管制度
中国过去采用政府主导的政策激励手段以推动

改革开放,把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促进发展的政策,本
身就是一种改革的突破方式。 政策激励在体制由旧

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才适合建立自贸区以
带动区域开放,经济发展。
国务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批准设立海南自

转新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政策激励推动的开

贸试验区后,中国迄今已经拥有了广泛分布在东、

放并没能完全化解旧体制的惰性,促进新事物的发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 1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每一

展,随之而来的价格扭曲会影响市场自我调控的机

个自贸区都有相应的总体建设方案。 从空间区位来

制,损害竞争公平性,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 自

看,中国自贸区多布局在各自区块中地区经济发展

贸区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将

和对外开放走在前列的省市,这些地区多是中国实

中国依赖专项政策的对外开放转向经济体制的内生

施区域战略的重要政策单元,能够较好的依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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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倾斜,发挥比较优势。 第一批设立的 4 个自贸

在中国“ 四大板块 +三大经济带” 的区域战略为

区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新增的 8 个

背景的新时代,自贸区的建立不仅继续深化了中国

自贸区除了海南自贸区外,均分布在中西部内陆地

对外开放战略,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化

区,自贸区正不断向内陆、沿边地区扩展延伸,与中

部署。 沿海地区的自贸区对外创新开放模式,对内

国自贸区“ 分步推进、逐步完善” 的总体发展思路十

改革体制机制,接轨国际经贸规则,直面全方位、多

分契合,有利于逐步开放、层级推进、促进区域经济

层次的国际贸易格局。 内陆地区的自贸区将中国内

协调发展。

陆地区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让内陆地区顺利
融入新时代区域战略,享受更多地新一轮改革开放

表2

中国 12 个自贸区的建立与空间分布

自贸区

建立时间

所属区块

上海

2013. 09

东部地区

广东

2015. 04

东部地区

天津
福建
辽宁
浙江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陕西
海南

所属区域战略
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
路
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丝绸
之路

的红利,促进中国内陆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 2

自贸区的建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首个自贸区在 2013 年 9 月正式成立于上

海,距今已经 5 年之久,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上海建

立自贸区的一些成效经验可以为中国未来的自贸区
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因此,本部分运用 2009 - 2016

2015. 04

东部地区

环渤海经济带

东部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比较上海建立自贸区前后的外

2017. 03

东北地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丝

国投资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变化

绸之路经济带

情况。 利用当年直接使用外资金额代表外国投资水

2015. 04

2017. 03

东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
路

平,制造业区位商代表产业集聚程度,计算公式如

2017. 03

中部地区

中部崛起

下,其中,就业人数均为城镇就业人数,政府财政支

中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

出代表政府干预力度,并采用上海这三项指标与全

2017. 03

西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

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分析比较自贸区建立后的影

济带

响。 因为中国于 2014 年经济进入新常态,而上海自

2017. 03
2017. 03

西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

2018. 04

西部地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东部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

2017. 03

贸区建立时间与之十分接近,若采用绝对数值会有
被其他因素影响的风险,相对数值则很好的规避了
这种风险。

图1

上海外国投资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值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9-2016) 。

图 1 显示,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后的 2014 年,外

自贸区的建立确实在减免关税的同时,优化管理提

国投资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了外资通关效率,降低外资通关成本,帮助本地吸

高,其中外国投资水平增加程度更为明显。这说明

收了更多的外资。 也通过创新的园区经济模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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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国内外高新制造业集聚在上海。 而政府干预程

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度在自贸区建立后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回升,直到三

(3)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

年后的 2016 年,才逐步下降,这是由于政府的适当
干预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自贸区的改革在前期阶段

(4) 南部沿海经济区。 包括福建、广东、海南;(5) 黄

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仍然需要 政 府 的 干 预 来 推 动, 起 到 “ 扶 上 马, 送 一

(6)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包括湖北、湖南、江西、

干预才会逐渐退出。 在外国投资水平不断提高,高

川、重庆、广西;(8)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包括甘肃、

新产业逐渐集聚,政府干预慢慢减少的助力下,区域

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基于这八大区块的分类 ① ,

程” 的效果,待自贸区运营日益成熟步入正轨,政府

经济在新常态中稳步提升,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于
2016 年达到了 28 178. 65 亿元。 基本符合我们在第
二部分的理论分析。

3. 3

综合经济区架构与自贸区建设
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按照八大经济圈的分

类标准将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八大区块。 ( 1)

安徽;(7) 大西南综合经 济 区. 包 括 云 南、 贵 州、 四

采用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09 - 2016 年 各 省 级 行 政 区
GDP,运用区块内各省域 GDP 总量之和与全国 GDP

均值的比值以消除整体趋势的影响,来粗略地观察
自贸区建立是否拉动区块经济增长。 其中,2016 年
前只有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内建立了自贸区。

东北综合经济区。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2) 北

图2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9-2016) 。

建立自贸区板块 GDP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值

上海自贸区建立于 2013 年,天津自贸区、福建

提出的“ 大推进理论” ,要素配置有其存在的最优比

图 2,我们发现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使得东部沿海综

要素处于高效的流动状态有助于达到这个最佳匹

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则建立于 2015 年。 通过观察

例,单一的要素安排难以达到福利最大化状态。[3-4]

合经济区 GDP 在 2014 年较全国平均水平略有提

配,从而实现各个要素收益的帕累托最优,要素收益

高,福建和广东的自贸区建立使得南部沿海综合经

最大化将最终促进整个区块经济增长。 第二,自贸

济区 GDP 在 2016 年较全国平均水平略有提高,天

区拥有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服务管理和投资便利

津亦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上结果支持了自贸

度,高端产业会顺理成章的在此聚集,形成一个强有

区的建立促进了其所属区块经济发展的观点。 本文

力的增长极,增长极将通过扩散效应,把资本、科学

认为,其内在影响机制大致有两点,第一,自贸区使

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向区块内区位劣势区域传

得国际间和区块内的流通成本下降,有效促进了资

递,后者把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等提供给前者。 同

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依据 Rodan

时,借由产业关联效应,区块内其他产业将在自贸区

①

李善同,侯永志. “ 中国大陆:划分八大社会经济区域” ,FOUWORD POSITION IN ECONOMICS,20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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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新产业带动下持续优化升级,产业共同进步的

技术红利,形成陆海统筹联动、东西交融互助的开放

结果就是整个区块经济的蓬勃发展。

格局。 最终达到削减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区域差距

4

的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目的。

政策建议

第三,积极匹配自贸区建立的要求。 自贸区的

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

设立无疑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大有裨益,当前各个地

大举措,区域协调发展在新时代也已经上升为统领

方政府也在积极争取自贸区在辖区内落地,但自贸

性的战略,然而中国在自贸区的推广和区域发展的

区并非来自于政府一纸文件,等靠要不能解决问题。

过程中,仍有诸多挑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根据以

自贸区不仅是一个改革试验田,更是中国对外开放

上发现,本文相应的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以更好推进

的一个窗口,其建设有自身的先决条件,诸如对外开

自贸区建设和区域发展。

放程度、信息化水平、货物周转能力、科创水平和投

第一,进一步优化自贸区的投资管理制度和园
区经济制度,并逐步减少政府干预。 首先,自贸区投

资水平等因素对于本地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
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发展时一定要时刻关注。

资管理制度采用的负面清单模式扩大了外商投资的
范围,促进了自贸区所属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以应
当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提供更全面的
开放领域,为外商准入创造更便捷的通道,积极与国
际通行模式相衔接。 但外资涌入国内市场后,其风
险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该进行更精细的外资管理,
采用诸如分层级的贸易风险防火墙等方法,确保外
国资本冲击的风险能够在自贸区内部得到缓冲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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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TZs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Spatial Arrangement
SUN Jiuwen, LI Chengzhang
(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globalization and cope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and the emerging shortcomings of the government system,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establish free trade zones ( FTZ ) .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regional strategy of
" four regions + three economic belts" as the background, the effect of the FTZ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termines its future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pattern. By innovating the investing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park -district economy model and reforming the government supervisory system, the FTZ has achieve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driv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its own block. In the future con-

struction of FTZ, there are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achieve prosperou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oosing

the midwest areas as sites, optimizing FTZs invest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ark - district economy system,
reform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ervisory system and all regions positively matching wit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FTZ establishment.

Key words: free trade zones; regional strateg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