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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信号！”
去年 9 月 21 日，中央同步印发

北京、湖南、安徽、浙江等几个自
贸区的建设方案。在这份 2.4 万字
的“顶层设计”中，智谷趋势合伙
人、执行总编黄汉城敏锐地捕捉到
了浙江自贸区扩区方案中“易货贸
易”这一关键词。

方案中，“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
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

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
“建设面向全球的供应链易货交易服
务平台”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我翻遍过去的自贸区建设方
案，全部没有提及‘易货贸易’这
个词。所以探索易货贸易新模式，
可以说是历史上首次。”黄汉城惊
喜地说，中央提出在浙江自贸区落
地“易货贸易”，意味着宁波片区
这个大宗商品集散地与金义片区这

更高的全局统筹

到 2025 年，形成与功能定位
相适应的开放制度体系和国内一流
的营商环境。构建国际航运和物流
枢纽、国际油气资源配置中心、国
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全球新材料科
创中心、全球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对国
家油气资源储备和配置形成重要战
略支撑。

宁波片区所在行政区域地区生
产总值 （GDP） 增速和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增速均高于全省
平均 2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增速
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均高于全省平
均 3 个百分点。

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到
2000 亿元；在海运方面力争宁波
港域集装箱泊位总长度达到 9300
米、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3270 万标

准箱，在空运方面全市航空货运量
达到 25 万吨；全市油品储备能力
达 到 2516 万 吨 ， 炼 油 能 力 达 到
5000 万 吨/年 ， 油 气 贸 易 额 达 到
4310 亿 元 ， 液 化 天 然 气 （LNG）
接收规模达到 1200 万吨/年；全市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2 万亿元，其
中跨境电商、优质商品进口、数字

贸易、服务贸易分别达到 2000 亿
元 ； 全 市 新 材 料 产 业 产 值 达 到
5000 亿元；全市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达到 3 个，规上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增速超过 6％。

到 2035 年，形成与国际全面
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开放的
制度体系、监管模式和营商环境，
实现更高水平的投资贸易自由化，
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单玉紫枫 整理）

宁波片区公布15项量化目标

“拆解”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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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浩荡，满帆待航。

近日，由市政府印发的《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片区建设方案》正式发

布。根据方案，宁波片区将承担“一枢纽、三中心、一示范区”的战略功能定位，即国际

航运和物流枢纽、国际油气资源配置中心、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全球新材料科创中心、

全球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与之相对应，28条措施、15项量化目标逐一“走出”方案，从GDP、进出口增速到集

装箱吞吐量、油品储备能力等全部出炉，力争到2025年，形成与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开放制

度体系和国内一流的营商环境。

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我们相信，这样的靶向定点亮出的不仅仅是宁波自贸

片区发展的决心，更是宁波开放的潜力与未来。

记者 单玉紫枫

4 月 13 日，一场特殊的业务正
在梅山海关监管下进行：码头上，
一批阀门及配件被叉车稳稳地装入
集装箱，它将与其他 3 票宁波出口
的货物一起拼箱运往香港。这是宁
波舟山港首票国际中转集拼货物，
它的出运意味着宁波舟山港实现了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全流程畅通。

“以前，我们的国际中转集拼
货物主要安排在香港进行集拼。随
着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的获批，这
边的航线资源已经比香港更优越。
同时，丰富的出口拼箱货源，让宁
波进行国际中转集拼的可操作性和
自由程度更高。”宁波舟山港首票
国际中转集拼货运代理——珠海维
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罗经理
喜出望外。

5 月 20 日，一家在新加坡注册
的公司通过其在工行宁波大榭支行
开立的外汇账户结汇后，成功向境
内物流公司支付港口使用费 134 万
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浙江自贸区宁
波片区首单外汇 NRA 账户 （即境
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境内外汇账
户） 结汇业务成功落地。

⋯⋯
事实上，在宁波片区，这样的

“零的突破”早已屡见不鲜。
从一纸蓝图开始，宁波片区就

以“奔跑”的姿态示人。不久前，
在中国（浙江）自贸区公布的“2021
年首批制度创新十佳案例”中，宁波
片区入选的抵港外国籍船舶“港口监
督远程复查”创新机制及“外汇金管

家”线上一站式服务两大案例，均
为全国首创，其中，抵港外国籍船
舶“港口监督远程复查”创新机制
还将“宁波提案”总结提炼转化为
国际标准的“宁波方案”。

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海波指
出，自贸区作为先行先试的“试验
田”，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一个重
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大胆试、勇敢
闯”，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
的集成创新方案，强调通过更大力
度的“放管服”改革和更多领域的
制度创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为构建更高层次的对
外开放格局引航探路。

从这个意义上看，宁波更应发
挥自贸区的集成创新优势，让改革
红利更好地释放、改革成果更好地
分享。

下一番绣花功，谋一局精准
棋。记者注意到，方案提出的 28
条措施，以更有力度的制度创新，
直指当下痛点，激发深层改革活
力。比如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
立资金收付便利的金融管理制度、
建立跨境边界的人员管理制度，加
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
高效流通；比如建立“四港”联动机
制，推动航运管理制度开放发展、航
空运输业务创新发展、航运服务产业
集聚发展等措施，则是针对时下宁波
港口“大而不强”、港航物流企业

“弱不禁风”、物流行业增加值“粗而
不精”等“大港小航”痼疾的。

更强的制度创新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观察中，一
个有趣的现象曾被人屡屡提及——
为什么中央批复的自贸区面积大多
在 120 平方公里左右？

以浙江自贸区扩区的三大片区
为例，宁波片区所获份额最大，为
46 平方公里，杭州片区为 37.51 平
方公里，金义片区为 35.99 平方公
里，三者合计为 119.5 平方公里。

对此，坊间猜测的原因，主要
集中在三点，首先是风险管控，毕
竟试验有风险，自贸区作为“试验
田”，一旦出现麻烦也好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其次是承载效果，体量
过小，容纳的企业数量和人口、就
业数量就有限，难以长期发挥作
用；最后则是用地放权的原因。

不过，在业界，加大自贸区辐
射范围的呼声一直存在。

“对于自贸区而言，重要的不
仅是区域内外进行贸易的能力，同
时也需要为长期商业发展营造环
境。我认为这意味着自贸区应该模
糊它的界限，应该更加广泛地融入
城市。”2019 年，英国社科院院士

格雷格·克拉克在接受澎湃视频采
访时指出，人们可以在自贸区工
作，同时生活在别处。这一片区的
显著性也是很重要的，必须通过非
常积极的措施进行推进。

宁波，正在进行这一尝试。
方案提出，加大自贸试验区统

筹推进工作力度，努力构筑起“核
心区+联动区+辐射区”一体化发
展格局。核心区为国务院扩区方案
确定的 46 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大
榭片、梅山片、综保片三个片区；
联动区为省政府批复的浙江自贸试
验区宁波联动创新区，面积 119.87
平方公里，包括临港片、临空片、
甬江片、前湾片；辐射区包括宁波
整个市域，为宁波片区功能拓展、
项目落地、产业辐射的区域。

“通过构建核心区、联动区、
辐射区协同发展机制，改革创新与
制度开放的溢出效应将充分发挥，
创新政策和改革成果将在全市复制
推广，从而构筑起全市一体化开放
发展新体系。”市商务局负责人表
示。

更大的一体辐射

个全球小商品中心，两个城市将会
联动起来共同发挥效用。

他设想了一个场景：比如说拉
美某个国家想要进口义乌的衣鞋箱
包，但是兜里没有美元，一家宁波
外贸公司就跟它签订易货贸易合
同，把义乌的商品送出去，然后
把拉美国家的煤炭等初级产品运
到宁波，卖给本地的重化工企业。

“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
宁波的企业节省了外汇支出；第
二，义乌的小商品也开拓了更大的
出口市场。”

接下来的宁波实践，证实了他
的判断。今年 3 月 18 日，宁波保税
区传来消息，该保税区在全省率先
探索的跨境易货贸易业务试点取得
新突破——区内企业宁波玛仕通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伊朗开展的一批
价值 400 万美元的易货贸易进出口
业务顺利完成。

而在最新出炉的宁波片区建设
方案中，记者发现关于“易货贸

易”有了更为细化的表述：宁波提
出打造新型贸易发展引领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
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易货贸易试
点，创新海关、外汇、税务等监管
政策，搭建易货贸易综合服务平
台，扩大试点企业和产品范围，拓
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通道。

“从全省范围看，金义片区与
宁波片区的联系极为密切。小商品
业务的发展，物流是关键，而港口
码头是金义片区的命脉。宁波舟山
港能成为全球知名港口，少不了义
乌小商品的支持，所以两地是相辅
相成的。”长城战略咨询宁波研究
院商务咨询总监江玉兵指出，浙江
自贸区扩区再一次加强了宁波与金
华、义乌之间的联系。宁波片区方
案在目标上高定位，在业态上重升
级，与其他片区的有效联动，有助
于打造强大的产业腹地，成为引领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

“排头兵”。

本版图片由市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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