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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自貿區
疏解京「非首都功能」

滬自貿新片區新政攬海外人才
本科及以上學歷可直接就業 支持科技企業上科創板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臨港新片區管委會
主任陳寅當日介紹，《意見》聚焦管

理權限、專業人才、財稅金融、規劃土地、
產業發展、住房保障、基礎設施等方面，形
成50條政策措施，支持新片區對標最高標
準、最好水平，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
營造更具吸引力的營商環境。另據透露，上
海還將建立新片區專項發展資金，5年總計出
資不少於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統
籌用於新片區內各類產業扶持、創新創業支
持、人才引進培養、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
設等。

「居轉戶」7年縮為3年
此前外界普遍認為，稅收新政或是臨港新片
區的最大亮點，不過最新出爐的50條政策
中，約有10條尚需進一步制定實施細則，其
中包含稅收支持等。事實上，今次《意見》着
墨最多的是人才，涉及此項的政策即有多達12
條，若將另外6條人才住房保障政策計算在
內，更將有18條之多，意在軟硬件全方位出
擊，將國內、國際賢才「一網打盡」，對前者
拋出的「橄欖枝」涵蓋支持人才引進落戶、人
才培養激勵，如對符合新片區重點產業佈局的
核心人才，「居轉戶」（居住證轉戶籍）年限
由7年縮短為3年；對後者的利好則多側重於
赴新片區工作的各項便利。
世界範圍內「科技戰」愈演愈烈，欲打造全
球科創中心的上海，當然不甘人後，期望借自
貿區東風，在臨港新片區大展宏圖。《意見》
明言，要加大力度引進高科技人才和技能型人
才；或因高科技行業年輕人雲集，似對青年人
才亦格外「偏愛」，強調要「大力集聚海外青
年人才」。

鼓勵招收外籍實習生
根據今次出台的最新規定，在國（境）外

高水平大學，取得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優秀外
籍畢業生，可直接在新片區工作。「以前多
數都有2年以上工作經歷的限制，這次不但
將學歷放寬至本科，還將工作經歷限制取
消」，上海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副局長余成
斌認為，臨港新片區的人才政策，從海外青年
人才、專業人才、高層次人才、至外籍實習生
等各個方面，都給予了支持。《意見》提
及，上海高校在讀外籍留學生可在新片區兼
職創業，同時鼓勵新片區企業招收外籍實習
生。
上海頗諳整合優勢資源，此番要將臨港新片
區與科創板強強聯手。臨港新片區將提高重點
產業直接融資規模，優先支持符合條件的集成
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新能
源汽車等關鍵重點領域的企業上市。上海市金
融服務辦公室副主任李軍補充，「上海將支持
新片區企業上市，特別是科技企業上科創
板。」
需留意的是，臨港新片區將實行「政策從
優」原則，這意味着今後上海若出台新政策，
只要對企業、人才支持力度更大，就將普遍適
用於臨港新片區。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發
展改革委主任馬春雷指出，這是上海首度使用
「政策從優」原則，這種創新模式釋放了兩大
重要信息，其一是穩定政策預期，同時也意味
着政策可以不斷完善。
「企業、人才最怕政策變化，最怕政策不可
預期，上海市委、市政府期望將臨港新片區打
造成政策最優惠、制度最創新的區域，但新片
區畢竟還剛剛起步，未來將持續變化，此外上
海其他區域改革創新也在不斷加快，一系列新
政策同樣可期，臨港新片區若有『政策從優』
兜底，無疑將利於增強市場信心」，馬春雷解
釋，上海其他區域的更優政策，若亦在臨港新
片區適用，則意味着今次出台的政策，其實可
以不斷刷新、不斷完善、不斷調整，保持政策
的鮮活度與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務院26日印發山
東等六個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
總體方案，濟南、青島、煙台成
為山東自貿區三大片區。其中，
煙台片區實施範圍29.99平方公
里，包括中韓（煙台）產業園、
煙台保稅港區西區兩個國家級
園區。據煙台市人民政府副市
長張代令30日透露，煙台片區

將最大限度取消行政審批事
項，推行「證照分離」、「極
簡審批」等商事制度改革，以及
「不見面審批」、「一次辦好」
等政務服務，打造法治化、國
際化、便利化的一流營商環
境。
區別於其他片區，煙台片區疊

加了中韓產業園，張代令說，
「我們將放大政策疊加優勢，高

標準建設中韓（煙台）產業園，
創新『兩國雙園』聯動發展機
制，重點打造『四基地兩中
心』，即新能源汽車全產業鏈生
產基地、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生
產基地、新材料研發生產基地、
高端裝備產業基地和生命科學產
業中心、中韓現代服務業融合中
心，着力構建中韓跨國產業生態
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進、蘇徵兵、朱曉峰
南寧、欽州、憑祥報道） 中國（廣西）自由貿易
試驗區30日在南寧、欽州、憑祥三個片區同步掛
牌。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楊晉柏表示，這是國
家首次在少數民族自治區設立的自由貿易試驗

區，廣西將加大改革創新力度，突出廣西特色，
包括發揮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的獨特優勢，構建
連接「一帶一路」有機銜接的門戶；加快建設西
部陸海新通道，打造高品質陸海聯動的經濟走
廊；以及在跨境貿易、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跨
境旅遊、跨境勞務合作等方面，打造邊境地區跨
境合作示範區。
在佈局上，南寧片區重點發展現代金融、智慧物

流、數字經濟、文化傳媒等現代服務業，打造面向
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核心區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重要節點；欽州港片區重點發展港航物流、國際貿
易、綠色化工、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生物醫藥
等產業，打造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門戶港和向海經
濟集聚區；崇左片區重點發展跨境貿易、跨境物
流、跨境金融、跨境旅遊和跨境勞務合作，打造跨
境產業合作示範區，構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陸路
門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眼下中
國自貿區陣容迅速擴容，相關法治保障刻不容緩。
由上海市法學會自貿區法治研究會、上海財經大學
法學院共同主辦的「中國（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
區法治保障研討會」上，華東政法學經濟法學院教
授、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主任顧功耘呼籲，目前上海
僅有自貿區管理條例，相關立法部門或應考慮更高
層次的總體設計、出台更高層次的法律，如制定中
國自由貿易區法。

國務院26日印發6個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
案，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成為
新一批「成員」。至此，中國的自貿區數量增至18
個，沿海省份已全部是自貿區，實現中國沿海省份
自貿區的全覆蓋。
「中國自貿區已經發展到18個了，提法各不相

同，如海南叫自由貿易港，上海原先叫自貿區，現
在要進一步擴區至臨港」，顧功耘說，這些自貿區
政策上有很大差異，有些或學習了上海的成熟做
法，另有一些則會根據當地環境、人才狀況作出創
新，整體而言，自貿區究竟如何做，並無成功經驗
照搬，還要持續探索，「若在立法上能有更高層次
的總體設計，無疑將利於進一步推進工作。」

「創新亦需法律框定」
以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為例，上海財經大學法學

院張淑芳教授同樣認為，整體來講還是應該強調「立
法先行」。「自貿區也好、新片區也好，都是為了創
新發展，但創新亦非無限度，也應有底線、應在合理
範圍之內，這些都需要法律框定。」張淑芳說，但中
國自貿區法治保障應置於國家整體法治大體系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中國（江蘇）自由貿
易試驗區及南京、蘇州、連雲港
三個片區30日揭牌成立。在長三
角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上海市發
改委、江蘇省商務廳、浙江省商
務廳簽署了《上海江蘇浙江自由
貿易試驗區聯動發展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推動在長三角形成自
貿區聯動發展的「金三角」。
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省長吳

政隆共同為中國（江蘇）自由貿
易試驗區及三個片區揭牌。南

京、蘇州、連雲港三個片區的一
批重大產業項目也簽約落地，總
投資額超過 1,5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
根據國務院批覆，江蘇自貿

區包括南京、蘇州、連雲港三
個片區，實施範圍119.97平方公
里。其中，南京片區將建設具有
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創新先導
區、現代產業示範區和對外開
放合作重要平台；蘇州片區將
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產業園
區，打造全方位開放高地、國

際化創新高地、高端化產業高
地、現代化治理高地；連雲港
片區將建設亞歐重要國際交通樞
紐、集聚優質要素的開放門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
區）交流合作平台。
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區黨工

委專職副書記羅群表示，自貿區
南京片區將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
化發展，實現自由貿易試驗區和
寧淮特別合作區共享雙贏，打造
長三角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新高
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河北）自由貿易
試驗區揭牌儀式30日在河北雄安新區舉行。據介紹，河
北自貿區涵蓋雄安片區、正定片區、曹妃甸片區及大興機
場片區。
河北自貿試驗區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可複製可推廣

為基本要求，全面落實中共中央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
和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要求，積極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和京津科技成果轉化，着力建設國際商貿物
流重要樞紐、新型工業化基地、全球創新高地和開放發展
先行區。
揭牌儀式後，四個片區與首批入駐河北自貿試驗區的

10個高端高新產業項目進行了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20日揭

牌，僅過十天就再迎利好。上海市政

府新聞辦30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

《關於促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

驗區臨港新片區高質量發展實施特殊

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50條特殊支持政策旋即

落地，其中人才新政最為亮眼，着力

為全球賢才在臨港工作、創業，鋪就

綠色通道。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優秀外

籍高校畢業生，更獲准直接在新片區

就業。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官方此番

還首度放出「政策從優」大招，確保

臨港新片區的相關政策，可隨時更

新、升級至全市最優。

專家倡制定自貿區法

「50條」部分人才政策

■新片區「居轉戶」年限由7年縮短為3年

■對緊缺急需、專業性強的公務員職位採用聘
任制，實行協議年薪，一職一薪

■允許具有境外職業資格的金融、建築、規
劃、設計等領域符合條件的專業人才在新片區
提供服務

■允許在新片區工作的境外人才參加房地產估
價師、註冊城鄉規劃師等專業技術人才職業資
格考試

■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優秀外籍畢業生，可直接
在新片區工作

■上海高校在讀外籍留學生可在新片區兼職創
業

■設立留學人員創業園，對擬在創業園創辦企
業的外籍留學人員，直接給予工作許可

■鼓勵新片區企業按照有關規定，招收外籍實
習生

■在新片區工作的外籍留學人員可直接辦理長
期（最長有效期10年）海外人才居住證B證，
免辦工作許可

■高科技領域外籍人才、外國技能型人才和符
合新片區產業發展方向的單位聘僱的外籍人
才，一次予2年以上工作許可

■試點實行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差異化流程

■對擁有重大創新技術的外籍高層次人才以技
術入股方式在新片區註冊企業的，進一步簡化
辦理程序和申請材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江蘇自貿區攜手滬浙聯動發展

■上海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出台《意見》，其中有
不少吸才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廣西自貿區啟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山東煙台自貿區構建跨國產業生態鏈

■廣西自貿區南寧片區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進攝

■ 昨 日 ，
河 北 自 貿
區 揭 牌 儀
式 在 雄 安
新 區 市 民
服 務 中 心
舉行。

新華社

2019年8月

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
加入自貿區陣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內 地 18 自 貿 區 一 覽

2018年4月

海南自貿區掛牌成立

2016年8月

在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
川、陝西新設7個自貿區

2013年9月

上海自貿區掛牌成立，經歷兩度擴容

2015年4月

廣東、天津、福建3個自貿區掛牌成立

■■上海自貿區再迎利好上海自貿區再迎利好，，出台新政吸引海外人才出台新政吸引海外人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