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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篇

亮点
聚焦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打造良好政商关系

只为雪中送炭 不为锦上添花

地处深圳蛇口
半岛，珠江入海口
东岸的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区深
圳前海蛇口新区
片区(以下简称“前
海蛇口自贸区”)，
身处深圳、毗邻香
港，区位优势绝
佳，被人们称为
“ 特 区 中 的 特
区”。珠江奔流涌
动，见证了深圳人
以其更超从前的
改革魄力，在延续
经济特区发展奇
迹的同时，在前海
书写了一页页使
人难以忘怀的改
革故事。

■ 本报特派记者 杜颖
营商环境中的政企共识

高质量改革 高水平开放

在自贸区内，众惠财产相互保
险社信保事业部业务总监宋晓旭告
诉记者，众惠落地深圳，自贸区给
予了很大支持，自贸区不愧是制度
创新的“实验室”。众惠财险是第
一家提出申请相互型财险业务的
企业，也是保监会在国内批复的第
一家相互型财险公司，在北京拿到
批复后的两天，公司即在前海成
立。在前海，不仅“抢人才”，更有

“抢创新企业”之势，由此可见，前
海片区对于创新企业不断演绎的

是速度与高效。
深圳保宏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丁睿对前海蛇口自
贸区通关效率也交口称赞，如果没
有通关一体化改革后的高效便捷，
保宏根本无法每年做到24亿元的
出口额，面对着繁杂庞大的出口退
税单据业务，没有改革，海关也无法
完成如此大的业务量。

制度创新始终是让前海蛇口自
贸区走在全国自贸区前列的亮点，
前海遵循的是投资便利化、贸易便

利化、跨境金融、事中事后监管、法
治建设和体制机制6大板块创新。

中山大学评估结果显示，前海
蛇口自贸片区制度创新总指数在全
国自贸片区中排名第二；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评估显示，前海蛇口贸易
便利化水平位居全省自贸片区前
列；普华永道等机构开展的“1+9”
创新成果评估结果显示，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各项改革任务高效完成，
改革进程位于国内自贸试验区前
列。仅2017年一年，片区就新推出

了111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关检
自贸通等42项重大制度创新在全
国首创或领先，在全省第三批复制
推广改革试点经验中，12项来自前
海蛇口自贸区首创，占总量的
60%。此外，前海还研究制定了《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积极谋划构建粤港
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开放型经济风
险压力测试区、“一带一路”战略枢
纽和城市新中心等“三区一枢纽一
中心”开启了新一轮深化改革进程。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海速度”

走进前海片区的创业梦工场，一
座座现代简约风格的建筑多出自香
港设计师之手，建筑与高绿化的明艳
色彩共同构筑了一幅画卷，在这里创
新创业，环境已经被打出了高分。

一组数据说明问题：自贸区自
成立以来3年累计孵化304家团队，
其中港澳国际团队多达158家。

玖明智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尤建兴是香港人，几年前毅
然选择了在梦工场落户。在这里他
曾经做过一次对比尝试，在前海，因

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完备和知识产权
保护的到位，一款LED大功率灯从
设计到购置零件到安装，只用5天
时间就可以出样品，2天之内就可以
完成专利申报。而尤建兴说，他在
硅谷大湾区做技术设计时，出样品
的时间大概是4至6周。

服务并让更多港澳企业留下来，
出台并不断完善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
资金管理办法，审定通过了7批试点项
目，累计扶持项目104个、补贴金额
7.31亿元，拉动社会资金192.19亿元。

尤其是面向港澳，探索“人才所
得税退税”政策，3年来认定境外高
端人才和紧缺人才386人次，个税
补贴合计1.35亿元。去年，片区共
挂牌出让3宗产业用地，建筑面积
约32.47万平方米，分别出让给中国
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全国首家民营互联网银行微众
银行等，众惠财险、招商招银股权投
资基金、中保投华融（深圳）投资基
金、兴邦金融租赁、中海外融资租
赁、中原金控、泰东融资租赁、金融

区块链合作联盟等一批重大项目落
户前海。仅2018年1-3月，片区内
就新增注册企业5586家，包括世界
500强新增设立企业14家，使得世
界500强企业总量达到335家，内
地上市公司新增投资设立企业13
家、总量达到627家，截至2018年3
月底，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注册
企业16.86万家，片区基本形成了产
业结构优化、高端要素集聚、经济活
跃度高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本报深圳5月14日电）

在深圳前海，提供政务审批服
务的集中机构挂牌叫做“E服务”政
务大厅。5月8日，记者看到这里的
面积不是很大，环境也稍显老旧。

事实上，大家所熟知的国内商
事制度改革，最早就是源于这里。
改革创新的伊始，前海人也并没有
多么宏观的构想，他们实行商事改
革的初衷只是：面对如此多港资企
业的注册需求，怎么样才能够提供
更大的便利，让企业很容易落户在
前海？

多年以后，这里走出去的商事
制度改革范例，成为全国各省区市

争相着力推广的改革事项。一口受
理、一门审批、一个印章……包括需
要登记备案的港资企业登记注册在
内，2个工作日内全部完成，更没有
注册资本限制。一组数字可以佐证
这一改革的成功：仅十余平方公里
的前海片区，自挂牌自贸区以来吸
引前来成功注册的企业高达16.86
万家，每平方公里的投资超过100
亿元。截至2018年4月底，前海蛇
口自贸区有358项制度创新成果，
其中133项为全国首创。

落地在一个地区的企业，如果
对所有需求要素进行排列，良好的政

商环境无疑被摆在了首位。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有海外留
学或工作经历，有多达2/3的人员曾
从业于银行企业及跨国公司。

管委会产业促进处主任陶鹏坦
言，自贸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商环
境会发生新的变化。在前海，作为
政府部门，大家有一点共识：该做的
要有作为，不该作为的一点都不要
作为。比如，要对初创时候的企业
雪中送炭；比如，有好的商业模式需
要落地，政府要出手支持……政府
要有担当，不能惧怕风险，政府需要

对产业有相当的了解和洞察力，有
力更要有担当。

无疑，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系
及相处模式，是政商环境是否良好
且顺畅的关键。前海蛇口自贸区公
务人员有一种比较直白的观点，即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你不找我
我不找你，你若找我我必帮你，且
必帮到底”。这一观念的“生根”，
意味着政府绝不给企业添乱，但在
企业需要援助之手时，政府要发挥
重要力量。在这样一种政商环境
氛围下，政府与企业之间也逐渐形
成了共识。

■ 本报特派记者 郭畅

这里是深港澳合作最紧密的
“连接点”，也是深港澳合作最便利
的“大门”。

5月8日一早，记者来到前海
蛇口自贸区“e站通”服务中心，现
场工作人员正在耐心地为前来办
理业务的企业人员服务。

全国首次实现原产地智慧审
签、首创跨境缴税……在前海“e站
通”服务中心，全国领先的制度创
新一次次诞生。通过改革，他们把
150多项行政服务压缩到20个窗
口，让企业走进“一扇门”就能享受
一站式服务。

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 3月

底，在前海自贸区注册企业达
16.86万家。“16.86万”这一数字，
展现了“e站通”服务中心高效的业
务受理能力。

而过去，个税税率有别、港澳
企业面临部分产业准入的限制、港
澳货物商品进出内地过关耗时
……外资企业落户前海自贸区难
免遇到瓶颈。

2015年5月，前海“e站通”服
务中心外商投资“一口受理”平台
上线后，使得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
在企业准入和开业登记上实现“一
张表格、一套材料、一口受理、一次
发证”，只在网上轻松操作，去一次
窗口领证，外资便可落户前海，不
需再三番五次跑到窗口办理，办理

时间从过去的20个工作日简化至
2—3个工作日。

“换句话说，在前海‘e站通’服
务中心，外资企业入区一口交件，
待办事项就可在大厅的各个窗口
进行内部流转，实现协同受理，大
大方便了外资企业、港澳台商落户
前海。”前海管理局企业服务处处
长助理张蕾说。

2017年12月，前海进一步升
级了“一口受理”平台，根据“证照
分离”改革精神，将外资备案由前
置备案改为商事登记后置备案，通
过经营范围自主申报、外商投资业
务受理和审批标准化等措施，进一
步将工作时限压缩。

正在办理业务的一家港商投

资独资公司工作人员郑粤明告诉
记者，公司在“一口受理”系统申报
后，当天即前往前海“e站通”服务
大厅递交了登记材料，从申请到最
终企业领取到营业执照与备案回
执，只用了2天，减少了企业20多
项纸质材料，非常便利。

为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前海
蛇口自贸区还研究出台了《深圳前
海蛇口片区反垄断工作指引》，发
布国内自贸区首个对外直接投资
指数，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圆满完

成“证照分离”2.0 版改革试点任
务，进一步降低企业投资门槛。

同时，前海蛇口自贸区贸易便
利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海关推出

“5+N”改革举措；国检在全国首次实
现原产地智慧审签；海事制定便利举
措“42条”；推动海关和国检在以口
岸直通、集检分出和分送集报等验放
模式的基础上，再造联合查验作业流
程，加强关检协作配合，首创关检自
贸通；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本报深圳5月14日电）

多项全国领先的制度创新在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诞生

企业走进“一扇门”享受一站式服务

从高空俯瞰，一片以黑、白、灰为色调的
建筑群，像是书写在大地上的一个“梦”字。

这里是“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是
众多香港创业青年的圆梦之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内地
发展的机会不断增多，香港青年对到内地创
业跃跃欲试，而深圳的创业者大多是年轻
人，他们大多从小微企业起步，也需要一个
创新创业的好平台。”5月8日，梦工场事业
部相关负责人何婷婷说，基于这样的因素，
2014年12月，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联与香港
青协三方发起成立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为广大青年实现创业梦想提供国际化服务
平台。

午后，记者在青年创业园看到，园区内
的办公室窗明几净，创业者或埋头研究，或
会心交谈。“他们‘孵化’成功、翅膀够硬后，
就会‘飞’出去，飞到更广阔的天地。”何婷
婷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梦工场累计孵化创
业团队304家，其中港澳国际团队158家，
56%的创业团队获得融资，累计融资超过14
亿元人民币，还为香港大学生提供1500个
实习岗位，接待近2万名香港学生前来交流
学习。

玖明智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2016年
在前海蛇口自贸区注册成立后，落户深圳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设立产品研发中心，并获
得融资1亿元人民币。

谈到为何要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设立
产品研发中心，玖明智控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创办人尤建兴说，前海蛇口自贸区营商环
境好，注册公司，银行开户，一切琐事都有工
作人员为我们处理，梦工场推出了各项扶持
政策，企业所得税仅按15%税率征收，场租减
免，配备办公设备，只要香港创业者有梦想有
想法，都可以在梦工场找到施展才华的空间。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为有志者提供免费
的创业服务，从公司注册到上市可‘一站式’解
决，包括投融资、会计、法律及人力资源等范
畴，协助企业与团队度过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而梦工场创投引导基金等多个基金，更
是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何婷婷说。

下一步，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将构
建富有前海蛇口自贸区特色的“全链条、全流
程、全周期、全要素”，“线下+在线、空间+资
本、资源+机制、境内+境外”创新创业生态体
系，为创新创业者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本报深圳5月14日电）

深圳前海夜景。 前海管理局提供

数说

自贸区成立深港青年梦工场

累计孵化创业团队304个

A

前海蛇口自贸区

2012年以来
前海片区注册企业从5215家
增长至2018年3月底的16.86万家

年均增长率高达99.5%

B
自贸区税收以年均增长率170%的速度倍增
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率

超过200%
其中实际利用港资年均增长率达到206%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84%

D
（杜颖 辑）

C

其中
港澳团队15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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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助力深港
两地创业者

梦想从这里
飞向广阔天地
■ 本报特派记者 郭畅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2018年1-3月
前海蛇口自贸区注册企业
实现增加值增速23.2%
实现税收收入117.15亿元
同比增长35.1%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