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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转变政府管理服务方式——

精诚做好“三化”服务 全面提升营商环境

数说

“随着自贸区挂牌成
立，一系列提高通关效率
的创新制度陆续出台，让
食品货物流转速度大幅提
升，给我们企业节省了时
间。”5月9日上午，在大连
港毅都冷链二期项目场地
内，大连忠进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报关员乔彦峰仅用10
分钟就完成了一批澳洲进
口冻羊肉的通关检查，他对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
区大连片区（以下简称自贸
区大连片区）贸易便利化创
新举措赞不绝口。

自贸区大连片区挂牌
一年多时间，构建政府管
理新体制、实施投资体系
新规则、打造贸易竞争新
优势、探索金融开放新模
式、开拓结构调整新路径、
搭建“一带一路”新平台，
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
金融国际化改革成果初
显，吸引外商投资19.8亿
美元，企业进出口贸易额
实现1461亿元，新注册企
业7154家。

■ 本报特派记者 刘操 郭萃
郭景水 李磊

推进投资自由化 衔接国际通行规则

强化功能集成 优化贸易便利化服务模式

5月9日，在自贸区大连片区建
设的核心承载区大连港内，车来船
往，一派繁忙。去年以来，大连港结
合自贸区政策优势，大力推进港口
保税和国际中转等相关业务，港口
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影响力进一步
增强。

“通过贸易便利化增添了老工
业基地对外开放的新动能。”李汉国
表示，自去年4月10日揭牌以来，自
贸区大连片区推出了一批具有大连

特点的制度创新成果，在通关、检
验、外汇、退税等多个方面形成了63
项贸易便利化措施。

自贸区大连片区通关流程进一
步简化，实现“提前申报、无纸化报
关、货到自动验放”，80%检验项目
实现网络报关报检即审即放，通关
成本平均降低10%，国际贸易线下
手续时间缩减三分之一；形成了“海
关归类智能导航”“三互大通关”、保
税混矿监管、进境粮食全流程监管、

服务贸易在线退税、进出口货物通
关“英特尔模式”等全国首创的制度
创新经验。

英特尔大连公司对物流的要求
极为严苛。大连海关结合企业需求，
叠加利用“分送集报”“保税货物区域
结转”“自行运输”及“先入区、后报
关”等创新监管制度，打造英特尔“通
关高速路”，该公司进口货物从飞机
抵港到抵达工厂耗时仅2个多小时。

记者获悉，大连海关作为海关

总署有关工作试点单位，目前正积
极探索构建“海关归类智能导航”服
务体系，并为自贸区大连片区量身
打造“智能导航自贸区企业专用申
报通道”，该系统建立的智能导航数
据库，覆盖大连关区95%以上进出
口商品，通过打造便捷查询引擎、搭
建智能申报平台，全面提升海关关
区归类统一执法和企业合规申报水
平，极大地缩短企业通关时间，使口
岸竞争力和吸引力更加显著。

大胆改革创新 构筑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体系

5月8日下午，在自贸区大连片
区综合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
企业工作人员高恒正在开立企业一
般户，同时开设网银，大约不到一小
时，他便办理完所有的业务，“这要
在以前，没有3个工作日肯定是办
不完的，通过自贸金融在线服务平
台办业务，方便多了。”

高恒所说的“自贸金融在线服
务平台”是自贸区大连片区围绕服
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探索推出的金融
创新举措：新注册企业的人民币结
算账户开立业务和机构信用代码证

办理业务，在审批要件齐全、合法的
前提下，立等可取。

“以往企业在办理人民币结算
账户开立业务时，需首先向商业银
行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并填
写申请书，商业银行核查后将材料
由专人报送至当地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审核。办理机构
信用代码证时，也需经过向开户行
申请、人工报送材料、中国人民银行
核准等步骤。”中国建设银行大连自
贸大厦支行行长李世龙告诉记者，自
贸金融在线服务平台上线后，这些流

程中涉及的企业基础信息、申请信
息、审核信息、办理结果等，都可通过
网络平台实时在线查询。目前，企业
只需填一次申请、准备一次材料，就
可办结这两项业务。

自贸区大连片区挂牌以来，深入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完善金融服
务体系。李汉国介绍，为服务实体经
济，自贸区大连片区着力构建金融支
持政策体系，支持保险机构和保险资
金服务自贸区建设，推出跨境电子商
务贸易融资便利化10项措施。目
前，自贸区大连片区多家商业银行推

出了跨境金融产品，建立了企业“走
出去”金融业务平台，帮助企业申请
低成本境外资金。

日趋完善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
为自贸区大连片区企业投资发展带
来活力。截至4月18日，自贸区大
连片区新注册企业7154家，其中从
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占到70%以上，
注册资本近946亿元；外资企业109
家，注册资本6.4亿美元；注册资本
超亿元企业达191家；吸引200余
家金融及融资服务类机构入驻。

（本报大连5月13日电）

视频拍摄:张茂
视频剪辑:李玮竞

扫
码
看
中
国
（
辽
宁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大
连
片
区
：
精
诚
做
好
﹃
三

化
﹄
服
务

全
面
提
升
营
商
环
境

5月8日下午，大连一家外贸企
业负责人朱天宇来到自贸区大连片
区综合服务大厅，办理企业注册手
续。“以前需要挨个窗口递材料，现
在一个窗口就能办；以前需要三天
办完的手续，现在只需一天，真是太
便捷了！”窗口的办事效率让朱天宇
赞不绝口。

朱天宇口中的“一个窗口”是指
行政服务“单一窗口”。去年6月，自
贸区大连片区综合服务大厅在东北
率先推行行政服务“单一窗口”制度，
取消各职能部门窗口，只设统一接办
的综合窗口，涉及企业的246项行政
服务事项均可在一个窗口办理完成。

加快简政放权的脚步，自贸区
大连片区挂牌一年多来，制定了一
批管长远的改革保障措施，首创企
业注册微信核名制度，实现企业注
册“最多跑一次”。实施《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17年版）》，对境外
投资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实行企
业登记简易注销制度，企业注销审
批时间压缩三分之二。如今，在自
贸区大连片区注册企业一个工作日
即可完成，其他审批事项办理完成
时间一律压缩到法定时限的40%。

大连市自贸办专职副主任李汉
国介绍，过去一年多来，自贸区大连

片区研发了全国首个智能出口退税
综合服务平台，退税效率提升
47%，相继取消调整了1626项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

在自贸区大连片区综合服务大
厅负责人赵英虎看来，解决企业“办
事难”问题，关键要看是以方便企业
为出发点还是以方便行政机关内部
管理为出发点。如果站在企业的角
度去思考，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
解。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
按照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目标
塑造全程透明的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贸
区大连片区还把创新创业作为带动

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5月8日，在
日前成立的自贸区大连片区国际双
创园暨东北亚青年培训基地内，大连
双D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业中
心副主任王宠表示，双创园通过对科
技、金融、贸易、产业进行高效整合，
形成从创客空间，到孵化器、加速器，
再到产业园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
东北亚创业青年提供帮助。

王宠举例说：“以前企业聘请外
籍员工，由于国籍原因外籍员工在
国内停留时间受限，影响了用人效
率，自贸区新政策出台后，外籍高层
次人才可申请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大大方便了企业引进人才。”

5月9日，高空俯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大连港。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大连小窑湾国际商务区华丽转身——

“招商”变“选商”
本报大连5月13日电（特派记者郭

景水 刘操 郭萃 李磊）“一年来，我们商务
区的企业由500家猛增至4000多家。”5
月8日下午，说起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
验区大连片区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大连小
窑湾国际商务区管委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牛小丹列出了一组数据。

2008年底，大连小窑湾国际商务区正
式破土动工。“商务区一次招商主要是引进
区内建设用地的项目主体，二次招商主要
是引进实体企业。”牛小丹向记者介绍，目
前该商务区集聚的4000多家企业大部分
是实体企业。

牛小丹说，商务区不仅看重企业数量
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让更优质、更有发展
前途的企业进入。“可以说，在自贸区政策
的影响下，我们商务区招商工作实现了‘招
商’到‘选商’的转变。”

据介绍，小窑湾国际商务区总体规划
用地20.33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13.22
平方公里，总建筑规模1500万平方米，规
划就业人口32万，居住人口12万。园区
由港航服务区、行政办公区、创意创智区、
中央商务区、生态居住区、滨海休闲区、中
心商业区7个功能区组成。

“在自贸区政策的带动下，商务区一定
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牛小丹介绍，小窑
湾商务区定位是大连新市区的中心区、大
连市城市副中心、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港
航服务核心功能区、区域性金融中心聚集
高地、生态宜居新城。

■ 本报特派记者 郭萃
郭景水 刘操 李磊

5月9日上午，大连港集装箱
泊位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国内的货
物经此发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
矿石码头2号转水泊位，正在进行
矿石转水装船作业，以保税方式从
巴西淡水河谷运来的不同品位的
铁矿石在这里进行混配后，将发往
中国台湾地区。

作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
验区大连片区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大连港相继实施了“国际物流通道
建设”“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间保税货物流转”等30项自贸
区政策。

“结合自贸区政策优势，大连港
在国际混矿业务、中欧班列业务以
及冷链物流业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
突破。”大连港集团党委工作部副部
长刘显峰告诉记者，去年大连港的
混矿业务全年总量突破1000万吨，
较上一年度翻一番，并开始向国际
市场进军，混矿产品成功打入日本、
韩国市场。

“大连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
高，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进
出口集装箱汇集于此，从大连港奔

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为中欧
班列的开通及新线路的开辟提供了
货源保障。”刘显峰说，目前，大连
港已成功开通中欧班列线路6条，
形成连通日、韩、东南亚与欧洲国家
之间的双向国际海铁联运大通道，
2017年完成过境集装箱量3.5万
TEU，增幅94%。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不仅给
国际中转业务带来便利，还为水果、
水产品、肉类的进出口业务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在大连港冷冻冷藏法
检货物查验中心，记者看到，商检和
海关的工作人员正在同时对从澳大
利亚进口的冷冻肉品进行查验，“以

前冷链商品到达港口后必须分散到
各个分检查验中心，同时海关和商
检要分别查验，非常耽误时间，现在
可以进行一站式查验，两个部门工
作人员同时到场将重复的环节合并
完成，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大连
港毅都冷链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仪丽婷说道。

“大连港一年来业务取得的突
破得益于海关监管便利化。”大连

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副
经理夏挺介绍道，“作为货物进出
口中转的枢纽，港口对口岸通关衔
接要求非常高，为此，大连港建立
了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将各种
货物运输方式的换装、仓储、中转、
集拼、配送等作业集合为一体，进
行综合性海关监管。通过优化监
管流程，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
成本。” （本报大连5月13日电）

大连港如何成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优化监管流程 提高通关效率

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霍云福：

自贸区政策和本地
资源结合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大连5月13日电（特派记者郭
景水 郭萃 刘操 李磊）“自贸区把区域经
济体系、劳动生产力的空间放大了。”5月8
日下午，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霍云
福谈起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
区挂牌一年来的推进效果时表示。

霍云福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
在国际贸易、制度和技术等几个领域进行
创新，突破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国际
贸易的制约。物流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是人
力资源和交通运输成本，影响交易成本最
大的是关税和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
主要的运输形式是以集装箱为主体的远洋
运输。“大连位于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
区东部区域的前端，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霍云福介绍，国际贸易始发地和目的
地两侧的通关、检验检疫环节要占用大量
的流通时间，成本也较高。如果这些因素
影响太大，生鲜产品等很多商品就很难完
成国际贸易。在大连，自贸区政策在之前
跨境电商政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通关便
利化，最大程度减少通关检验检疫时间、降
低成本，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带来便利。

霍云福说，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单单
依靠政策，更重要的是政策和本地资源、内
驱力在耦合基础上产生综合作用，从而实
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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