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04│特刊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王斌 美编 党瑶

●● ●● ●●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8日，河南自贸试验区
洛阳片区在郑州举行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高
质量发展论坛·洛阳片区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论坛暨项
目合作签约仪式。

近年来，随着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
范城市三大国家战略形成叠加效应，洛阳片区的智
能制造产业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产业规模、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当天
的活动中，洛阳片区围绕智能制造等重点合作领域
进行了专题对接。

记者了解到，此次洛阳片区入驻项目签约总额
达到 186亿元，项目包括年交易额超 150亿元的中
阅和瑞百亿级供应链平台、投资12亿元的贵州旌麾
能源产业园、投资20亿元的育林控股基础设施及生
态治理项目等。

据了解，截至 2018年年底，洛阳片区入驻高端
制造业1624家，占入驻企业的16.04%，山特维克集
团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总投资30亿元
的银隆（洛阳）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制造基地项目、总
投资20亿元的格力电器（洛阳）中央空调智能制造基
地项目已开工建设；中德海姆朗宸房车等一批围绕国
际智能装备的项目和平台正在稳步推进中。③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专项活动之一——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高
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举
行，记者现场采访商务部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
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
长崔卫杰，请其就自由贸
易试验区如何推动产业发
展以及未来产业开放的重点进行了详述。

崔卫杰说，总体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这几
年的发展，通过放开产业外资准入，放宽行业管理限
制，推动实现了产业的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融合
化和创新化发展。

从整个准入环节来看，我国准入环节的产业开放
水平已经很高，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只有45项，对外资
有针对措施的领域已经非常少了。下一个重点是准入
后环节，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探索，比如关于经营范围
和资质限制，尤其是在银行、建筑、文化等领域。

“我们要梳理金融、航空、文化、建筑等行业限制
性障碍，对标国际规则，消除准入后的壁垒。同时，
在有现实优势的领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崔
卫杰说。

崔卫杰表示，从开放角度来看，我国步入了一个
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阶段，服务环节的发展可能
会对整个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这
就需要有新的产业发展开放策略。③4

洛阳片区
签约一批重大项目
签约总额186亿元

未来产业开放发展
的重点在哪儿

——访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
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所所长崔卫杰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8日下午，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开封片区项目
对接交流会举行。此次交流会主要推介自贸试验区
开封片区文旅产业发展优势，探讨产业发展新思路。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相关负责人在推介时说，近
年来，开封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战略，推进文化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更是呈现突飞猛进的发
展势头。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文化产业竞争
已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从单纯景区扩展到全域旅游、从
单一产业扩展到全产业开发，呈现出全球化、全域化、
融合化的特点。发展离不开合作与开放，希望在座的
企业家、专家积极参与开封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开封
文化与国际接轨、与科技接轨、与资本接轨，以开放促
进文化产业做大增量、提高层次、优化品质、提升效益。

会上，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与自贸试验区开封
片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京古斋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与河南省绿色假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签约
文化旅游合作平台项目。③8

项目对接交流
开封片区主推“文化+”

数说河南自贸试验区成绩单

首届河南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塑造新优势 展现新作为

4月 8日，东南亚客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展厅试驾航空模拟飞行器。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4月 8日，非洲客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厅介绍特色产品。⑨3 本报
记者 邓放 摄

河南自贸试验
区 开 封 片 区 坚 持
“高起点、高标准、
多功能”管理理念，
推行投资建设项目
“五个一”审批及监
管模式。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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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8日，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专项活动之一——首届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
成功举行。来自商务部外资司、中国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以及陕西、四川、黑
龙江等兄弟省商务厅（自贸办）的有关
负责人，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
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立杰律师事务
所等知名智库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
报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分享自贸发
展经验。

河南省自贸办副主任陈凯杰向在
座嘉宾介绍，河南自贸试验区着力打造
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体系、构建一体联
控的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一律平等的法
律服务体系、优化一单到底的多式联运
服务体系、创新一单关检的监管服务体
系，下放 455 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出台47个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支
持文件，在商事制度改革、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等方面形

成225个实践案例，吸引了超过5万家
企业前来注册，注册资本突破6000亿
元。下一步，河南自贸试验区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加快成果复制推广、加快国际化建
设、加快提升服务效能，在对外开放上
不断塑造新优势，展现新作为。

各位演讲嘉宾围绕自贸试验区建
设进行了精彩发言。商务部外资司副
司长袁园在致辞中指出，自由贸易试验
区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试点领
域不断增多，一大批制度创新的成果推
广到全国，有效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和
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她认为，做好
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要从几个
方面下足功夫：首先要在推动对外开放
再扩大上下功夫。自由贸易试验区要
为新一轮的开放做好压力测试，让全国
新一轮扩大开放的力度更大、底气更
足。其次要在扩大改革再深入上下功
夫。自贸试验区要努力提升政府治理
水平，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闯出新路

子，为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
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另外要在推动高
质量经验再积累上下功夫。要加强统
筹谋划，立足全局推动各项制度创新，
注意改革措施的可复制、可推广性，同
时要常态化地开展梳理和总结工作，加
强对试点经验的系统集成，确保经验出
得了、推得开、落得实。最后要在推动
差别化探索再实践上下功夫。要开展
差别化的探索，丰富改革实践，挖掘改
革的潜力，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改革
试点经验，供全国不同地区学习和借
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各项国家战略。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曹宏瑛说，河南自贸试验区成立两年
来，通过制度创新集成了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创新经验，为全省乃至中部地
区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将在
融资租赁、大健康等产业方面与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合作，共同打造新时
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陕西省自贸办副主任王刚介绍了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
水平等方面好的做法并就制度创新、
复制推广、风险防控等工作提出了很
好建议。四川省自贸办副主任邓德雄
从自贸意识、自贸节奏、自贸特色等方
面介绍了经验举措、提供了参考借
鉴。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
崔卫杰、新加坡国立大学陈企业、毕马
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合伙人喻
莺等分别就自贸试验区建设、当前国
际产业发展形势及前景、深入推进服
务型政府建设、法律体系建设等进行
了深度解读。

河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负责人
分别就各片区基本情况、建设成效、投
资政策等向参会的境内外企业进行了
推介。论坛结束后，郑州片区、开封片
区、洛阳片区分别在分会场举办了多
式联运、文旅产业、智能制造等重点合
作领域特色对接活动，收到了良好效
果。③4

河南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试
验田，获批建设两年来，始终秉承“为
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要求，
科学规划、统筹推进。

下放 455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出台 47个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
支持文件，在商事制度改革、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等方
面形成225个实践案例。

吸引了超过 5 万家企业前来注
册，注册资本突破6000亿元。连接郑
州与世界的“空中丝绸之路”、以中欧
班列（郑州）为主体的“陆上丝绸之
路”、以跨境电商为主体的“网上丝绸
之路”、以海铁联运为依托的“海上丝
绸之路”成为河南自贸试验区的亮丽
名片。

政务、监管、金融、法律、多式联运
五大专项体系成为河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顶层设计的亮点：

着力打造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体
系，率先在多证合一、手机办证、“政银
合作直通车”等简政放权探索方面创
新模式，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区域整
体评勘等创新案例在全国推广，审批
事项、办理时间均压缩80%以上。

着力创新一单关检的监管服务体
系，全力推动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被印发全
国，“网购保税+实体新零售”“一店多
模式”等改革创新顺利实施。2018

年，郑州关区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分别较上年压缩57.2%和 93.7%。

着力构建一体联控的金融服务体
系，金融服务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存款
账户核准一天即可实现；保险支公司高
管人员任职资格准入方式由事前审批
改为事后备案，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郑州商品交易所PTA期货引入境外交
易者成功启动，中欧班列（郑州）跨境汇
款实现当天到账，最快仅需2分钟。

着力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与国
际接轨的仲裁制度加快建设，先后设
立郑州、洛阳仲裁委国际商事仲裁院
和洛阳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三个片区
均成立了自贸试验区法院或法庭。郑
州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对专利纠
纷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区域
管辖。涉外案件引入小额诉讼程序，
形成简案快审工作格局。

着力优化一单到底的多式联运服
务体系，物流网络通道持续扩容优化，
开通郑州至芝加哥、布鲁塞尔国际邮
件包机航线，卡车航班覆盖全国 70多
个大中型城市。标准规范制定迈出新
步伐，河南机场集团探索制定空陆联
运标准，发起成立国际物流数据标准
联盟；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制定了 4项
企业标准、参与国家 2项行业标准制
定。河南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项目数量居全国第一。③5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