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2日，中山
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基於內地21個自貿區自2020年以
來的制度創新表現，發布「2020—2021年度中國自貿試
驗區制度創新指數」。
各地自貿試驗區的綜合「體檢表」顯示，上海（浦
東）、前海、南沙穩居前三甲。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
研究院院長符正平教授稱，上海和深圳前海是穩定引
領中國自貿區制度創新的風向標，經濟基礎扎實，產
業體系完善，改革創新精神一直走在前沿。
今次發布的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指數，符正平教

授介紹，主要以「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
化」、「金融改革創新」、「政府職能轉變」、
「法治化環境」5個一級指標來評估內地54個自貿
試驗區。

南沙貿易便利化指數居榜首
其中，從貿易便利化指數計算結果來看，南沙、上海
（浦東）、前海斬獲前三甲。與上一年度的排名相比，
南沙片區位居貿易便利化榜首，這與疫情期間南沙港片
區優化內部資源與流程、提升效率的努力不無關係。
據了解，2020年南沙港區集裝箱吞吐量為1,722萬

標箱，達到增長2.7%；2021年一季度集裝箱吞吐量增
長14.4%，新增10條國際班輪航線。疫情期間，南沙
港區接卸受鹽田港疫情影響改掛南沙港的加班船64
條，後續還有3條加班船固定加掛南沙。
長三角和大灣區的自貿片區的成績一直備受外界關

注和對比。符正平表示，由於廣東自貿區創新與市場
主體關係緊密，為此以前海、南沙、橫琴為代表的自

貿區主要任務是面向港澳，更好地讓港澳融入內地發
展，而長三角聯繫鄰近多個省份，上海是內地首個自
由貿易區，在負面清單制度等基礎性創新領域，尤其
在金融貿易投資方面等領域經驗非常豐富。
整體來看，符正平認為，長三角和大灣區是你追我

趕的競賽關係。廣東三個自貿片區在政府職能轉變、
市場化改革基礎，更多體現的是市場導向的改革亮
點。
中國自貿試驗區自八年前從上海開始，至今已多批

次擴容。尤其2020年疫情期間，新設北京、湖南、安
徽三個自貿試驗區，浙江自貿試驗區則擴充了杭州、
寧波、金義（金華、義烏）三個片區。可以說，自貿
試驗區在內地完成了從沿海到沿江，從內陸到沿邊的
網絡布局。

自貿區創新指數出爐 灣區城市排名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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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新設外資企業增47.9%
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速10年最高 21自貿區吸引近17%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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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海通-陸家嘴股份-陸家嘴世紀金融廣場1期

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成立的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發行商業地產抵押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已取得上

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關於對海通-陸家嘴股份-陸家嘴世紀金融廣場1-5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資
產支持證券掛牌轉讓無異議的函》（上證函〔2021〕1007號，以下簡稱「無異議函」），本項目採用「儲架申報、
分期發行」的模式，發行總額不超過150億元，發行期數不超過5期。首期發行應當自無異議函出具之日起12個月內
完成。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6月11日發佈的《關於收到資產支持證券掛牌轉讓無異議函的公告》（臨2021-
029號）。

近日，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銷售機構，向合格投資者推廣海通-陸家嘴股份-陸家嘴世紀金融廣場1期資
產支持專項計劃（以下簡稱「本期專項計劃」）。截至2021年7月22日，本期專項計劃項下的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
和次級資產支持證券已得到全額認購。經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驗資，本期專項計劃實際收到
的認購資金為50.01億元，已達到《海通-陸家嘴股份-陸家嘴世紀金融廣場1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說明書》約定的目
標募集規模，本期專項計劃於2021年7月22日正式成立。具體情況如下：

產品 發行規模
（億元）

面值
（元）

預期收益率
（年） 預期到期日 還本付息方式 評級

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 50.00 100 3.75% 2039/7/22 按季付息，每年按計劃
攤還本金 AAAsf

次級資產支持證券 0.01 100 — 2039/7/22 優先級本息兌付完畢後
獲取剩餘收益 —

托管人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登記托管機構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流動性安排 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證券綜合電子平台轉讓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國商務部綜合司司長郭婷婷表示，上半年國內消費持
續回暖、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利用外資大幅增長、對

外投資合作平穩有序。她指出，上半年，民營企業進出口
增長35.1%，高於外貿整體增速8個百分點。新業態新模式
加快培育。跨境電商進出口增長28.6%，市場採購出口增長
49.1%，海外倉超1,900個。對主要貿易夥伴較快增長。對
東盟、歐盟、美國進出口分別增長 27.8%、26.7%、
34.6%。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7.5%。

主要投資來源地投資穩增
郭婷婷續指，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6,078.4億元，同比
增長28.7%，兩年平均增長12.7%。企業數量快速增加。全
國新設外資企業超過2.3萬家，增長47.9%，累計設立超過
106萬家。引資結構更加優化。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9.9%，增速為近10年同期最高；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33.4%。主要投資來源地穩定增長。「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東盟、歐盟實際投資分別增長 49.6%、50.7%和
10.3%。香港地區、新加坡、韓國、德國實際投資分別增長
35.5%、53.6%、29.9%、32.4%。
中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乾在國新辦發布會上

透露，以人民幣計，1月至 6月中國外貿進出口增長
27.1%，規模創歷史新高，這是全球範圍內供給與需求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最關鍵的，是需求牽引供
給。」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已累計向200多個國家和
地區提供超過3,000億個口罩、37億件防護服、48億人
份檢測試劑盒，對外提供的疫苗也已經超過6億劑，為
全球抗疫鬥爭持續作出重要貢獻。

料下半年外貿增速有所回落
「從我們近期監測的情況看，約40%的外貿企業新簽

出口訂單同比增長。預計外部需求回暖、國內經濟穩中
向好將繼續支撐中國外貿發展。」他同時表示，但隨着
去年同期基數逐步抬高，下半年外貿增速將有所回落，
外貿發展仍面臨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全球疫情起
伏反覆、世界經濟脆弱復甦。原材料價格高企、海運物
流不暢等問題進一步擠壓外貿企業利潤空間，也影響企
業接單意願。
「目前，我們正在密切跟蹤外貿形勢變化，下半年將

重點圍繞企業面臨的突出困難和問題，會同相關部門和
地方研究出台更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切實降低外貿企
業綜合成本。」他稱，「我們將以創新為動力，堅定推
進貿易高質量發展，增強外貿綜合競爭力，讓外貿產業
基礎更加穩固、發展動能更加強勁、循環渠道更加暢
通，更好地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22日，國新辦就2021年商務工作及運

行情況舉行發布會。據透露，上半年中國新設外資企業超過2.3萬家，增長

47.9%；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9.9%，增速為近10年同期最高。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21個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外資1,008.8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不

到中國千分之四的國土面積吸引了近17%的外資。海南自由貿易港新設外資企

業和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3.9倍和5.7倍。

●上半年中國
製造業實際使
用 外 資 增 長
9.9%，增速為
近10年同期最
高。圖為河北
邢台一家新能
源有限責任公
司工人在生產
單晶矽棒。

新華社

●從貿易便利化指數計算結果來看，南沙、上海（浦東）、
前海斬獲前三甲。圖為南沙建設中的靈山島。 中新社

打造內陸高水平開放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
院關於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22日公布。《意見》提出，中部地區應堅持開放
發展，形成內陸高水平開放新體制。
《意見》明確，中部地區應加快內陸開放通道

建設。全面開工呼南縱向高速鐵路通道中部段，
加快沿江、廈渝橫向高速鐵路通道中部段建設。
實施漢江、湘江、贛江、淮河航道整治工程，研
究推進水系溝通工程，形成水運大通道。加快推
進長江幹線過江通道建設，繼續實施省際高速公
路連通工程。加強武漢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建設，
發展沿江港口鐵水聯運功能，優化中轉設施和集
疏運網絡。加快推進鄭州國際物流中心、湖北鄂
州貨運樞紐機場和合肥國際航空貨運集散中心建
設，提升鄭州、武漢區域航空樞紐功能，積極推
動長沙、合肥、南昌、太原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
樞紐，提高支線機場服務能力。
《意見》指出，完善國際航線網絡，發展全貨

機航班，增強中部地區機場連接國際樞紐機場能
力。發揮長江黃金水道和京廣、京九、浩吉、滬

昆、隴海－蘭新交通幹線作用，加強與長三角、
粵港澳大灣區、海峽西岸等沿海地區及內蒙古、
廣西、雲南、新疆等邊境口岸合作，對接新亞歐
大陸橋、中國－中南半島、中國－中亞－西亞經
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及西部陸海新通道，全
面融入共建「一帶一路」。

深化與長三角大灣區等地區合作
《意見》要求，中部地區應打造內陸高水平開

放平台。高標準建設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
由貿易試驗區，支持先行先試，形成可複製可推
廣的制度創新成果，進一步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支持湖南湘江新區、江西贛江新區建成對外開放
重要平台。充分發揮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
區、長沙臨空經濟示範區在對外開放中的重要作
用，鼓勵武漢、南昌、合肥、太原等地建設臨空
經濟區。加快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建
設，推動江西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支持
建設服務外包示範城市。加快跨境電子商務綜合
試驗區建設，構建區域性電子商務樞紐。支持有

條件地區設立綜合保稅區、創建國家級開放口
岸，深化與長江經濟帶其他地區、京津冀、長三
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通關合作，提升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口岸互聯互通水平。支持
有條件地區加快建設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國際貿
易「單一窗口」。
《意見》提出，中部地區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
服務改革，全面推行政務服務「一網通辦」，推進
「一次辦好」改革，做到企業開辦全程網上辦理。
推進與企業發展、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高頻事項
「跨省通辦」，實現更多事項異地辦理。對標國際
一流水平，建設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的市場體系，
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
加強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監管，加大反壟斷和反不
正當競爭執法司法力度，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發展創
造公平競爭環境。改善中小微企業發展生態，放寬
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登記經營場所限制，便利各
類創業者註冊經營、及時享受扶持政策，支持大中
小企業融通發展。

推動中部高質量發展意見出爐

深圳研建大灣區國際免稅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深圳市制定《關於促進消費擴
容提質創造消費新需求的行動方案

（2021－2023年）》（以下簡稱《行
動方案》），啟動實施「十大消費行
動」， 包括探索建立大灣區國際免

稅城、打造「醫美之都」等， 力爭
通過3年左右的努力，實現消費環
境、消費品質顯著提升，商業創新
力、競爭力、影響力躍上新水平，國
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邁上新台階。
根據《行動方案》，「十大消費行

動」包括實施服務消費提質擴容行
動、實施大宗消費提檔升級行動、實
施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培育行動、實施
國際化特色消費平台創建行動等。
在實施服務消費提質擴容行動上，

《行動方案》提出擴大高水平醫療健
康服務供給，健全區域醫療中心、基
層醫療集團、專業公共衞生機構為主
體的整合型優質高效醫療衞生服務體
系；規劃建設國際醫療城，支持國際
知名醫療集團在深舉辦高端醫療機
構；支持醫療美容機構集團化發展，
形成一批特色品牌，打造全國領先、
全球知名的「醫美之都」。

支持前海建全球免稅品集散中心
在實施國際化特色消費平台創建行

動上，《行動方案》提出探索建立大

灣區國際免稅城，推動設立市內免稅
店，積極爭取放寬服務對象、提升免
稅購物額度等免稅政策，支持擴大皇
崗口岸等出入境口岸免稅店規模，推
動「即買即退」政策落地實施，支持
在前海建設全球免稅品集散中心。
在實施大宗消費提檔升級行動上，

《行動方案》提出積極擴大汽車消
費，研究出台新能源小汽車個人車主
增購小汽車車型優化政策；加快升級
智能終端消費，鼓勵和支持運營商降
低5G套餐資費標準，鼓勵生產企業
加強與重點電商平台合作，設立深圳
智能終端消費專區。
在實施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培育行動

上，《行動方案》提出支持寶安智美
匯志產業園、青蘋果直播電商產業
園、大浪時尚小鎮電商直播基地等電
商集聚區發展；以深圳會展中心、深
圳國際會展中心為依託，打造國際會
展之都；開展智能網聯基礎設施建設
及海陸空三域一體交通規劃，積極探
索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區開展無人配送
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