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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廣州訊】 1 月 17 日，廣州南沙

開發區（自貿區南沙片區）管委會召開《南
沙自貿片區對標 RCEP CPTPP 進一步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試點措施》（下稱《試點措施》）
宣講會，南沙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謝偉現
場發布《試點措施》。這也是中國首個以
RCEP、CPTPP 雙協定為標的制定的自貿試驗
區集成性創新舉措。

搶抓 RCEP 協定生效機遇，做好自貿
片區“壓力測試”。在辭舊迎新的冬春之交，
南沙加大力度深化改革、促進開放的決心
不減。

聚焦六大領域，出台 17條措施
今年 1 月 1 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RCEP）已正式生效。如何搶抓高
水平開放機遇？南沙自貿片區管委會組建了
包括區內 22 個部門、3 家智庫機構和若干區
內企業在內的工作專班推出的這份文件給出
了答案。

記者梳理發現，《試點措施》聚焦國家
高度關切的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
要素流動便利、金融服務、競爭政策和綠色
發展六大領域，精准對標 RCEP、CPTPP 條款，
提出 17 條先行先試措施。

在貿易自由便利領域，RCEP、CPTPP
協定除約定成員國之間的關稅減讓政策外，
對各國貨物貿易口岸效能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並制定了新的原產地規則。對此，南沙
採取 4 項措施：“探索簡化海關程序，提升
港口、口岸信息化、自動化水平”，“深化
綜保區監管方式創新，試點更加開放的一線
監管政策”，“加強與各國港口、海關對接
合作，加快信息互認、互聯進程”，“依託
全球溯源中心，用活用好原產地纍積原則，

探索企業原產地自主聲明新模式”。
在金融服務領域，南沙以離岸貿易和

跨境投融資為兩大抓手，“以離岸貿易帶動
離岸金融發展，探索打造南沙離岸貿易試驗
區”，“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提
升本外幣兌換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推
動打造離岸貿易產業集群，同時深入探索自
貿片區金融監管創新，推動區域金融合作。

南沙企業對協定紅利充滿期待
南沙企業沙多瑪（廣州）化學有限公司

在 RCEP 生效後，獲簽了 RCEP 項下中國首
批廣東省首份原產地證，並在廣州海關及南

沙海關的指導下成為廣州首批通過經核准出
口商的認定企業之一。

企業負責人劉斌告訴記者，在 RCEP 落
地的兩周多的時間，該企業僅出口到日本，
就超過 10 票貨物享受到 RCEP 政策的紅利，
客戶在這 10 票貨可節省關稅超過 2 萬美元。
“《試點措施》裏關於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
方面的條款對公司十分重要，我們熱切希望
未來能加入新型離岸貿易白名單中，在南沙
各項創新舉措中率先嘗試，再飲頭啖湯。”
劉斌說。

讓投資更自由、更便利，成為了企業關
注的焦點。南沙開發區商務局投資促進服務

中心主任李璐告訴記者，南沙以負面清單為
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在對接 RCEP、CPTPP 高標準規則同
時，將依託港澳地緣優勢，探索全面實施面
向國際和港澳的進一步擴大開放。”李璐說，
在投資領域開放方面，南沙爭取制定更開放、
限制行業更細化的自貿區准入負面清單，向
國家申請對港澳投資實行國民待遇，在自貿
區負面清單的設計形式上，將參照聯合國統
計署制定的《臨時中心產品分類目錄》（CPC）
作調整，對接國際產業分類標準。在服務貿
易領域開放方面，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平台，
爭取國家支持儘快出台對港澳跨境服務貿易
負面清單及管理辦法。

卓志集團深耕外貿領域 25 年，其中廣
東卓志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深耕南
沙。公司總裁辦主任李曼同樣認為，《試點
措施》的出台必然會促進進口多元化，特別
是資源型的非標產品、動植物產品將迎來爆
發式增長。李曼認為，“我們在南沙的跨境
電商業務中，服務的海外品牌已經有 100 多
個，RCEP 的零關稅和降低非關稅壁壘規則，
將促進一般貿易進口的增長，形成跨境電商
打市場、一般貿易鋪市場的良性循環。”

南沙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何慶紅告
訴記者，下一步南沙將通過完善知識產權執
法部門協作、信息互通、信息共用渠道，打
造知識產權侵權預警機制，來推動實現創新
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方式的改革目標。“如依
託南沙全球溯源體系的共建共治共用機制，
採集企業知識產權確權信息，推動全球溯源
中心信息化系統與國際知識產權專利運營機
構（如美國知識產權金融科技企業 IPwe）、
中國相關高校等知識產權資料庫對接，建立
全球企業知識產權資料庫。” 柳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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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發布對接RCEP、CPTPP 雙協定“17條”

促進跨境貿易便利化

【本報深圳訊】近日，深圳市科技創新
委員會披露了《深圳市科技創新“十四五”
規劃》（下稱《規劃》）相關內容。《規劃》
提出發展目標：到 2025 年，深圳將建成現
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根據《規劃》，深圳將以提升“五力”
打造“五地”為主線，堅持“四個面向”，
建設“四個平台”，強化“四大支撐”，實
施科技創新“十大行動”，打造 11 個創新
集群區，創新原動力更為強勁，創新硬實力
大幅躍升，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
和產業創新高地。

《規劃》提出發展目標：到 2025 年，
深圳將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成
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引
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
創新高地。

按 照《 規 劃》 目 標， 到 2025 年， 深
圳全社會研發投入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
5.5%-6%，全社會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
經費比重為 5.5%-6%，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

專利擁有量 108 件，技術合同成交額 1500 億
元，深圳國家高新區生產總值達 1.1 萬億元，
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 2.2 萬家，公
民具備科學素質比例達 25%。

《規劃》將建設“四個平台”、強化
“四大支撐”等作為主要任務。其中，四
個平台包括光明科學城、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西麗湖國際科教城。強化“四大支撐”包
括構建實驗室體系、高水平建設科研機構、
加快發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培育世界級
科技領軍企業。

《規劃》明確“20+8”技術主攻方向，
包括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20 大產業集群）
和八大未來產業。其中，新一代電子信息領
域，聚焦網絡與通信、半導體與積體電路、
超高清視頻顯示、智能終端等五個戰略性新
興產業集群，重點在新型網絡技術、晶片設
計與製造、新型顯示技術、智能終端軟硬件
等領域展開技術攻關。綠色低碳領域，重點
在太陽能、氫能和核能技術、碳達峰、碳中

和技術等領域開展技術攻關。
《規劃》提出，圍繞合成生物、區塊鏈、

細胞與基因、空天技術等未來產業，強化前
沿技術研究和技術應用，推動一大批重大科
技成果產業化，開創產業發展新增長點，5
年 -10 年內有望成長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圍
繞腦科學與類腦智能、深地深海、可見光通
信與光計算、量子信息等未來產業，加強基
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爭取取得一批重大
科技成果，10 年 -15 年內有望成長為戰略性
新興產業。

《規劃》還提出建設深圳高新區深圳
灣創新集群區、坪山園區創新集群區、阪雪
崗 - 觀瀾創新集群區、九龍山—福民創新集
群區、寶龍科技城—大運創新集群區、寶安
園區創新集群區和前海（寶安）深港創新集
群區、玉塘—馬田—燕羅創新集群區、梅林—
筍崗—清水河創新集群區、東部濱海國際生
物谷創新集群區以及深汕智造城創新集群區
等 11 個創新集群區。 

 王納

廣東美術設計
走向國際舞台
戰“疫”作品即將亮相迪拜世博會

【本報廣州訊】1 月 17 日，“2020

迪拜世博會中華文化館藝術創意主題活
動——‘廣州美術學院走進迪拜世博會’
主題活動”在廣州美術學院昌崗校區舉
行啟動儀式，展示了部分即將赴迪拜世
博會參展的廣美藝術作品。

由於疫情而推遲的 2020 迪拜世博
會，已於去年 10 月 1 日開幕。“廣州
美術學院走進迪拜世博會”主題活動
將於本月 25 日在中華文化館正式亮相。
該活動將以藝術教育為主線，以文化
交流為導向，舉辦“藝齊抗疫”作品
圖片展，並展示由廣美設計的 2022 年
北京冬奧會吉祥物“冰墩墩”等作品，
展覽為期 14 天。

“藝齊抗疫”作品圖片展，來源於
廣美師生在抗“疫”期間創作的相關主
題作品，包含 29 件架上繪畫作品、數件
數碼繪畫作品等，將在迪拜中華文化館
多功能廳內的首個展覽部分展出。同時，
展廳內特設一個佔地面積為 16m2 的展示
空間，供北京冬奧會吉祥物“冰墩墩”
展示。 

 姚昱旸  江粵軍

建設“四個平台”，強化“四大支撐”

深圳將建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本報汕頭訊】 年關已至，汕頭“海

淘一族”春節備貨正火熱進行中，汕頭年貨
物流也迎來了小高峰。近日，汕頭綜合保稅
區美佳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跨境電子商務網
購保稅方式進口一批葡萄酒投放粵東市場，
並已於 1 月 11 日開始上線銷售，首日訂單
銷售額超 10 萬元人民幣。

跨境電商發展在汕頭如火如荼。2019
年 12 月，汕頭獲批為國家第四批跨境電商
綜合試驗區，再次擔當起中國探路先行者的
使命。兩年多的時間，汕頭跨境電商綜試區

乘著數字經濟發展的東風，抓住機遇培育參
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進出口規模持
續快速增長。

據第三方初步統計，2021 年 1—11 月，
汕頭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額纍計 240 億元，
同比增長 6 倍，發展勢頭迅猛。《汕頭統
計年鑒 2021》數據顯示，汕頭跨境電商約
佔全市進出口總額的 40%。跨境電商已成
為汕頭發展速度最快、潛力最大、帶動作
用最強的外貿新業態。 

 餘丹  吳利婷

汕頭跨境電商進出口額同比增6倍
綜試區發展紅利持續釋放

南沙自貿片區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梁文祥 攝

粵東首個跨境電商“前店后倉”項目。  吳利婷 攝

迪拜世博會上將展出的“藝齊抗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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