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服务业开放创新、促进文化贸易先行先试
和服务贸易繁荣发展，是河南自贸试验区的重
要战略使命。

●● ●● ●●

自贸观察│14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赵振杰

京交会上向海内外客商发出邀请

河南自贸要发力文化和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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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5 月 29日，在 2019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河南省商务厅、省自
贸办、省文旅厅、省文化产业协会联合
举办了河南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产业
对接洽谈会，汇聚政、企、金、研、协各界
代表，共同探讨如何加速河南自贸试验
区服务和文化贸易的发展。

对接洽谈会来的嘉宾分量都很足：
有来自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司、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文化和
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的相关负责人；有来
自中信集团、高瓴资本、东亚银行、汇丰
银行、珠海金控等境内外金融机构代
表；还有清华-野村中国研究中心、新
加坡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的代表；当
然，还有郑汴洛三片区的负责人。

在京交会这样的国际化大舞台上
举办主题活动并进行推介，河南自贸试
验区的目标很明确：促进文化贸易先行
先试和服务贸易繁荣发展！

河南优势明显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敬林在活
动现场进行了推介。

孙敬林说，两年来，我们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科学规划、统筹推进，下放了
455项省级管理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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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个改革创新实
践案例；吸引了5.3万多家企业入驻，注
册资本 6500多亿元；一网通办的政务
服务体系、一单关检的监管服务体系、
一体联控的金融服务体系、一律平等的
法律服务体系、一单到底的多式联运服
务体系等五大服务体系成为河南自贸
试验区建设顶层设计的特色亮点，以五
大专项建设为主线的制度创新格局初
步形成。

“四条丝路”成为特色开放名片。河
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希望河南
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
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
献”和“买全球、卖全球”的嘱托和要求，
着力打造了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
丝路，形成四路并举的开放新格局。

一是“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郑
州机场获批第五航权，“郑州—卢森堡”
双枢纽形成了“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
美”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2018年国际

地区客运量增长33%，国际航空邮件增
长75%，国际货邮吞吐量仅次于北上广
三大门户机场。

二是“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
欧班列（郑州）实现“十一去九回”，境内
集疏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区），境外
网络遍布欧洲、日韩、中亚 24 个国家
126个城市。

三是“网上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跨
境电商形成多主体运行、多模式发展、
多点布局、联动发展，建成E贸易核心功
能集聚区，初步建成全球网购商品集疏
分拨中心，河南保税集团首创的“1210
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四是“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
通过铁水联运服务中心将沿海港口业
务引到河南，已开通海铁联运班列线路
9条，全年开行超过200班，正在形成公
路、铁路、航空、水路多式联运、无缝衔
接的货运枢纽体系。目前郑州机场、郑
欧班列80%的货物都是从省外集聚。

欲在六大方面发力

按功能划分，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将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国际商贸、跨
境电商、现代金融服务、服务外包、创意
设计、商务会展、动漫游戏等现代服务
业；开封片区将重点发展医疗旅游、创意
设计、文化传媒、文化金融、艺术品交易
等服务业；洛阳片区将重点发展研发设
计、服务外包、国际文化旅游、文化创意、
文化贸易、文化展示等现代服务业。

针对上述功能定位，孙敬林在洽谈
会上明确表示，河南希望在以下六大方
面与境内外客商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一是围绕构建交通物流枢纽开展
合作。我们将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
势，加强外部联系，强化内部支撑，着
力畅通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
路”，打造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中心。我
们欢迎境内外企业在河南自贸试验区
布局区域性物流分拨中心，共同发展
航空、铁路及多式联运服务、货运代理
服务等业务，推动物流运输服务贸易
发展。

二是围绕文化传承创新开展合
作。郑州、开封、洛阳均属中国八大古都
之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河洛文化、宋
文化影响深远。我们将搭建国际化全方
位交流合作平台，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
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欢迎国内外知名文化企业来豫发

展演艺娱乐、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产
业，促进文化娱乐服务贸易发展。

三是围绕旅游转型发展开展合作。
河南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丰厚，自然
景观优美，郑州的少林寺、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菊花文化节，
洛阳的龙门石窟、牡丹文化节等著名景
点、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享誉海内外，每年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客商前来
观光旅游、投资兴业。根据片区功能及
产业定位，我们正在挖掘整合旅游资源，

积极发展智慧旅游，加快培育高附加值
国际旅游服务，欢迎境内外投资者参与
产品设计、品牌塑造、市场营销、管理运
营等方面的深度开发，促进旅游及旅行
相关服务贸易发展。

四是围绕传统服务贸易升级开展
合作。河南正在改造提升工程承包、劳
务输出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服务贸
易，自贸试验区是重要平台和窗口，将
积极推进中医药等具有河南特色的服
务出口，培育壮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

配套的设计、研发、咨询等服务贸易。
欢迎境内外企业利用自身的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借助
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平台，参与河南传
统服务贸易企业的转型发展。

五是围绕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开展合作。郑州、洛阳分别是国家级和
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各片区孕育了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洛阳国家大学科技
园等一批服务外包示范园区。我们将
继续推进服务外包示范工程建设，积极
培育国家级、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示范园区和重点企业，努力形成专业特
色突出、技术优势明显、创新能力较强
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希望更多地承
接境内外服务外包产业转移，加快发展
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
术服务产业，同时鼓励和引导省内有竞
争力的服务业企业参与国内外产业链
分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

六是围绕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加强
合作。依托自贸试验区，我们推动了跨
境融资、信用保险、飞机租赁收取外币
租金等创新业务落地见效，成功启动郑
州商品交易所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
者、交通银行洛阳离岸金融业务中心。
我们将继续在跨境投融资及汇兑便利
化、文化金融、科技金融、国际商品期货
交易等方面先行先试，着力构建与国际

规则接轨的金融服务体系。欢迎国内
外金融机构在河南自贸试验区建立区
域性管理总部、区域性功能中心、后台
服务机构和分支机构，开展国际结算等
金融业务，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按照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要求，河
南自贸试验区要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
利、高端产业集聚、交通物流通达、监管
高效便捷、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
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我省愿与境内
外包括文化、旅游、物流、金融等现代服
务业在内的各行各业有识之士真诚合
作，也期待更多企业到河南自贸试验区
投资兴业、创新发展。

河南自贸的“诗样”邀请

最后，洽谈会主持人、河南省自贸
办副主任陈凯杰在洽谈会结束时发出

“诗样”邀请：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说的是昨天的河南；“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说的是今天的
河南；“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预示着明天的河南。河南拥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充沛的人才项目，正朝
着文化贸易的大发展、大繁荣昂首迈
进，欢迎大家到河南自贸试验区投资兴
业、创业安居！

□本报记者 赵振杰

近段时间，因为好莱坞电影《大侦
探皮卡丘》的热播，洛阳片区一家中外
合资文化企业火了！

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名称是传奇
（河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传奇
中国”），公司为一家主要从事电影 2D
转 3D业务的影视制作服务外包企业，
公司性质为中美合资企业，落户在自贸
试验区洛阳片区洛阳大学科技园。当
然，这家公司就是《大侦探皮卡丘》2D
转3D后期特效的制作者。

5月 30日，这家公司再次搞出大事
情，在洛阳传奇中国国际电影论坛，邀
请来的嘉宾们可都是大人物。比如北
影控股的总裁、上海迪士尼开幕式总导
演、传奇中国的董事等等。

不过，今天我们暂时不说论坛的事
儿，我们说一说这家合资影视制作公司
为什么能落户洛阳片区。

“影视和院线类合资公司的注册相
对比较复杂，传奇中国在落户洛阳过程
中我们发现：国家针对外商投资准入方
面，存在两个‘负面清单’：一个是国务
院办公厅于2017年 6月 5日发布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其中第
84 条规定‘禁止投资电影制作公司、

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但经批准，允许
中外企业合作摄制电影。另一个是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于 2017年 6月 28日

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其中也涉及‘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共分为限制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和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其中
电影的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在限制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第 33条），电影制
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在禁止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第 25条）”。洛阳
片区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传奇中
国落户，片区工作人员“颇费了一番心
思”。

不过，在向洛阳市文广新局等部门
咨询时工作人员得知，《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2017年版）》第 84条“禁止投资电
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但
经批准，允许中外企业合作摄制电影的
条目包括：中外企业可以合作摄制电
影，包括拍摄以及后期的配套制作，但
不允许引进国外片源进行的后期制
作。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7年修订）》，中外企业可以合作开
展国外电影片源的制作业务，而按照自
贸区范围内的负面清单，中外企业只可
以合作拍摄并进行后期的配套制作，这
似乎违背了自贸区范围内“宽准入”的
原则。

后经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相
关部门反复研究后，大家认为，按照自

贸区范围内“宽准入”的相关要求，市场
准入方面应该比自贸区范围外要宽松，
且《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没
有涉及“禁止外商投资电影的制作业
务”，经与市商务局、文广新局的多次讨
论及协商决定，按照自贸区负面清单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允许企业在
自贸区范围内投资包含电影制作业务
的“非电影制作公司”，以充分体现自贸
区范围内“宽准入”的精神。

之后，自贸试验区行政审批局已与
工商局达成一致意见，允许设立“传奇
（河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业务
包括：软件服务外包、影视技术服务、
2D-3D转换技术服务等业务。这才有
了今天的传奇中国，和大家都知道的

“洛阳片区有家‘梦工厂’”。

传奇影业何以能落户洛阳片区？
自贸动态

电影中皮卡丘萌萌的

当天的推介会上，洛阳雀金绣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进行了路演。

河南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产业对接洽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