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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介绍

二、自贸试验区介绍



1990年，为配合沿海开放战略，在上海、天

津等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保税区。2000年，
为实施扩大出口战略，规范加工贸易管理，
在江苏、山东等省设立了以“两头在外”和
出口为主导的出口加工区。2003年，为进一
步推动保税区和港口联动发展，在天津、深
圳等地开展保税物流园区试点。2005年，为
实施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战略，设立了洋
山保税港区，后又在大连、宁波等港口设立
了保税港区。2006年，为解决出口加工区没
有物流功能的问题，在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成
功的基础上设立个综合保税区。为加强内地
与澳门、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分
别在珠海、霍尔果斯设立了珠澳跨境工业区
珠海园区和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配套
区。现有数量达155个 ，分布在31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总体规划面积超过450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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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方向就是综合保税区



2012年11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促进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科学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发

〔2012〕5号）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进一步提

出了“加快特殊区

域整合优化”的重

要举措

2015年9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加快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整

合优化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

〔2015〕66号）

2019年1月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促进综合

保税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

发〔2019〕3号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方向就是综合保税区



税收政策

• 免税：从境外进区的基建物资、生产设备、 自

用合理数量办公用品免税；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

交易免税。

• 保税：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 进境的原材料、 包

装物件及消耗材料，全额保税。

• 征税：货物出区进入国内销售，按规定办理 进

口报关手续并以货物实际状态征税。

• 退税：国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即可办理退税。



海关管理制度

⚫ 实施封闭管理, 监管进出区货物

⚫ 以账册为单位进行管理核查,不实行单耗标准管理

⚫ 区内货物可以自由流转

⚫ 区内企业所需进境的应检货物、自用的办公和生

活消费用品，免予实施品质检验；对境内入区的

任何货物，免予检验检疫

⚫ 优先复制自贸试验区政策。



⚫ 空港海港枢纽型：是依托国际空港海港枢纽设立，包括北

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广州白云

机场综合保税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等，其发展以快进

快出的口岸物流和保税物流为主。

典型的综合保税区



⚫ 产业依托型：是依托已有加工贸易产业环境或承接产业转

移需求而设立，一般位于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或产业聚集

区内，包括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等。

典型的综合保税区



www.themegalle

ry.com

⚫ 边境口岸型：是依托我国边境口岸设立，如广西凭祥综合

保税区和黑龙江绥芬河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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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综合保税区



⚫ 特殊型：在新片区内设立物理围网区域，建立特殊综合保税区，作为对标

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自由贸易园区的重要载体，在全面实施综合保税区

政策的基础上，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实施更高水平

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制度。对境外抵离物理围网区域的货物，探索

实施以安全监管为主、体现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监管模式，提高

口岸监管服务效率，增强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功能。如：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洋浦保税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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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综合保税区



制度创新

◆除法律法规要求必须进行申报的外，“一线”对于不涉证、

不涉检的货物，采用径与放行，企业可以直接提货、发货

◆“二线”由以往区内外企业双侧申报制度改为区外企业单侧

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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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创新

除涉及国际公约、条约、协定或涉及安全准入

管理的货物

确需在“一线”验核监管证件外，其余在“二线”验核。对依

法实施检疫的货物，原则上在口岸完成。经海关批准可在区内

实施检疫，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对入境检验的货物

原则上在“二线”实施。当然，如果有属于需要法定检验的大

宗资源性商品的进口，还有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等，还需要

在口岸，但这个量是极少的，原则上都在二线实施海关检验。

对涉证涉检货物在“一线”或“二线”只验核一次，不重复验

核。



2.2  制度创新

◆海关取消账册管理，不要求区内企业单独设立海关账册，免

于手册核销、单耗管理等海关常规监管，对区内企业实行企业

自律管理，海关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

◆企业可依法开展中转、

集拼、存储、加工、制

造、交易、展示、研发、

再制造、检测维修、分

销和配送等业务。货物

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内不设存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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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创新

改变原有实时、逐票统计的方式，将统计数据采集手段前伸

至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管理机构建立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自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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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创新

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通过信息化建设，构建全新的管理理念、

模式和制度，用大数据实现便利，用大数据实现安全，用大数

据实现安全与便利的有机统一。依托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开

发建设的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搭建统一规范、真实可靠

的信息底账库，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可溯、责任可究。

12



2.2  制度创新

作为特殊综保区管理机构，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建立企业信用、

重大事件、年报披露等信息主动公示制度，体现共管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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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合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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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

1、中国制造面临壁垒成本的“双向挤压”

2、立法滞后拖累管理理念的“与时俱进”

3、制度设计导致政策效果的“引力不足”

4、监管模式呈现强度效率的“内外倒挂”



中国（xx）自
由贸易'试验区
Pilot Free 
Trade Zone，
简称PFTZ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简称FTA

自由贸易园区
Free Trade 
Zone，简称FTZ

VS

一、自贸试验区的基本概念



自贸区、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比较分析

自贸区FTA：国与国或国家与地区之间通过自贸协定所
给与的相关的税收、市场开放、服务的优惠，形成贸易
投资自由化的一种特定区域，简单说是国与国之间或者
单独关境之间的协议。



F T A



自贸区、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比较分析

自由贸易园区FTZ：自由贸易园区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划
出一个特定的区域，实施特殊的海关监管政策和贸易、投资等其他
优惠政策。其本质特征是单方自主给予优惠政策，如我国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给予税收优惠及特殊监管通关便利。

自由贸易试验区PFTZ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
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作为贸易、投资及
国际经济合作的特殊场所，政府对该区域的活动给予特殊的政策，
对国内没有放开的领域实施先行先试，成功后在国内进行推广。是
前两种的结合，既有自由贸易区的特征，又有自由贸易园区的特
征。



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区别

类别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自由贸易试验区

时期 1990年至今 2013年9月至今

成立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领域开放度较低
应对高标准国际贸易新规则

开展试验和压力测试

主要形式
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

区、跨境工业区等
自贸试验区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

制度定位 以产业、外贸发展为主要突破口
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政策特点 有专门的关税优惠 除海南以外无针对自贸试验区专门的关税优惠

改革创新 侧重海关监管
除海关监管外，还涉及商事制度、外商投资、

金融开放等领域

区域特色 保税、减免税、退税 以投资、服务、贸易改革创新的区域

监管模式 有卡口、围网的封闭监管区域 非封闭监管区域

主要贡献 主要在货物贸易便利化方面凸显优势
主要在投资、服务、贸易制度改革创新领域凸

显优势

区域局限
制度设计着眼于封闭围网下的货物贸易便利

化
在改革开放过逐步推进中，

受制于体制机制方面的自主权限



二、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历程（1+3+7+1+6+3）

2013：上海
2014：广东、天津、福建
2016：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
2018：海南
2019：山东、江苏、湖北、云南、广西、黑龙江、（临港新片区）
2020：北京、湖南、安徽、（浙江扩展区域）



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



⚫ 2020年，江苏省自贸试验区企业4546家，（连云港539家，苏州

3674家，南京333家），进出口总值5412.08亿元，同比上升8.3%，

占同期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44500.5亿）的12.2%。

⚫ 空运直通港快速通关、中欧国际公路运输新模式、保税检测区内外

联动、中欧班列“保税+出口”货物集装箱混拼通过海关总署创新备案。

⚫ 进口研发检测用未注册医疗器械分级管理等3个被国务院服务贸易

部际联席会议评为最佳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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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国务院批复面积25.31

平方公里

临港新片区

◆2019年8月6日，规划范围在上

海在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

及小洋山岛、浦东机场南侧区域

设置新片区，面积为873平方公

里；先行启动区域面积119.5平

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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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区总体情况—与原有自贸试验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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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定位上，把“自由”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打造更具国际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 发展方向上，把“产业”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建设具有国际市
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

➢ 区域建设上，把产城融合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打造开放创新
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 管理体制上，把“放权”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新片区将参
照经济特区管理，被赋予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
权限；

➢ 监管政策上，临港新片区设立了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作为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的一种新的类型，根据新片区企业的业务特点，积极探索相
适应的海关监管制度。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
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
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
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
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港



03
CHAPTER

主要目的：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
途径、积累新经验
核心任务：制度创新
基本要求：可复制可推
广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一、自由贸易港的概念

全岛范围
特殊税收政策
不可复制性
制度集成创新

海南自由贸易港



全岛封关运作前

全岛封关运作、简并税制后

对部分进口商品，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一线进口免征关税；二线进入内地对鼓励

产业企业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

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免征进口关税。

重点政策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的有力补充，将吸引更多的中资国际
航行船舶在“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登
记，将洋浦港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对在“中国洋浦港”登记并从事国际运输的

境内建造船舶给予出口退税



对符合条件并经洋浦港中转离境的集装箱货物，

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实施该政策，将吸引境内船舶开辟更多以洋浦港
为中转港的航线，降低进出岛运输成本，提升洋
浦港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地位。

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

境内船舶，允许其加注本航次所需的保税油

实施启运港退税，有利于缩短企业退税周期，
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



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扩
大免税商品种类



⚫ 突出新职能——按照新海关关检业务全面深度融合要求，开展集成化、

集约化的制度创新

⚫ 对标新规则——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高

水平经贸规则测试应用的制度创新

⚫ 打造新平台——发挥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平台

叠加优势，开展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监管的制度创新

⚫ 服务型业态——适应外贸领域新业态发展需要，开展与服务贸易开放发

展相适应的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 应用新技术——适应“智慧海关”建设要求，开展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提

升海关精准监管、智能监管、有效监管能力的制度创新

⚫ 防控新风险——根据新海关监管职责更多、监管范围更广、监管链条更

长工作实际，开展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更好维护国门安全的制度创新
35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介绍：



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

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反映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下，空
运进口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储存等高新技术货物，在口岸普通环境
下实施拆箱查验会影响性能品质。

备案
申请

企 业 向 管
委 会 书 面
申请

口岸
查验

试 点 企 业
选择 --- 浦
东 机 场 海
关 执 行 外
形查验

运输

货物运至海
关与企业认
可的，可实
施查验的地
点

目的
地查
验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海 关
执 行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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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背景：生物医药是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号产业”，园区集聚了一批创新药、

医疗器械、生物技术明星

企业，产值近千亿。

二、解决痛点：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面临“无医疗器械注册证进口难”的问题，影响企

业研发和产品上市进度。

三、政策举措：

（1）分级管理：对进口的未注册医疗器械进行分级管理，I类、Ⅱ类；

（2）企业准入：企业应具备完善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研发能力；

（3）部门审批：窗口受理、部门协同审批、海关办理通关；

（4）过程管理：企业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及窗口对企业使用情况加强管理；

（5）事后监管：审慎包容监管原则及违法违规处理。

进口研发（测试）用未注册医疗器械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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