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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篇

亮点
聚焦

数说

■ 本报特派记者 饶思锐

走进深圳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
分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廉洁
成就前海”的大幅宣传标语，电子
屏上滚动播放着前海廉政监督局
的宣传信息，拿起服务引导台上当
天的《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了

《把“廉洁成就前海”名片擦得更
亮》的通讯文章……

廉洁对于各地发展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但前海将廉洁提升到

“成就前海”这样一个高度，还是
大大出乎笔者的意料。作为深圳

“特区中的特区”，为何前海在堪
称其“脸面”的前海 E 站通服务中
心分厅挂出的宣传标语，不是其

他成就前海，而是“廉洁成就前
海”？廉洁对前海的发展究竟有
多重要？

前海廉政监督局的一部宣传
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沙滩
上是建不了高楼的，万丈高楼的建
设需要坚实的基础，廉洁是发展的
基石。”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管
委会产业促进处（总部办）主任陶
鹏看来：“企业对政府具有天然的
抗拒性，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忙，
就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吃
拿卡要现象，不给企业添乱，做政
府该做的事情。”

在改革廉政监察体制背景下，
前海廉政监督局随着前海的发展
应运而生。对 1000 多名公职人员
进行监督，为 9000 多家港企和近
17万家各类企业提供防贪服务；受
理信访举报 75 宗，查处各类干部
77 人；开展廉洁状况测评，推动市

民满意度不断提升，被广东省政府
评为自贸区仅有的两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改革创新经
验之一……前海廉政监督局自诞
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为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风清
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环境而
努力。

作为改革创新的产物，前海廉
政监督局坚持用改革创新推进各
项工作。如为了避免企业在办事
过程中遭遇吃拿卡要，前海廉政监
督局前置监督，使前海E站通服务
中心分厅实现前台收件、后台审
批，通过前后台分置，使审批者与
办事者不见面，从而在源头上规避
廉政风险；如针对关键领域、关键
环节的权力运行，前海廉政监督局
推动有关部门制定《关于推进前海
建设“廉洁示范区”的工作意见》等
50余项制度，推动建立了前海政府

投资工程廉情预警评估系统，利用
工程三维数字化技术、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督，对工
程预警信息背后潜在的腐败问题
进行查处……

成绩是看得见的。一入驻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的港企负责人
称，前海的政府办事效率非常之
高，堪比香港。正是得益于以预
防监督为重点的廉洁从政保障体
系的建立，前海的营商环境和政
治生态环境受到了中外投资者的
青睐。截至今年 3 月底，前海蛇
口自贸区已累计注册企业 16.86
万家，注册资本 9.59 万亿元，其
中港企 8031 家，注册资本 8937.26
亿元。仅今年一季度，前海蛇口
自贸区就新增注册企业 5586 家，
新增注册资本 1611.87 亿元，其中
港企 929 家，新增注册资本 229.76
亿元。这也 从 侧 面 证 明 了 廉 洁

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服务保
障作用。

廉洁是发展的基石，廉洁不仅
能够成就前海，也能够成就所有
坚持初心、拥抱发展的地方。在
广东，除了前海蛇口自贸区在全
国率先探索成立前海廉政监督
局，打造“廉洁示范区”，横琴自贸
区也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横琴廉政
办公室，着力打造干部清正、政府
清廉的“廉洁岛”，这些区域都以
实际行动证明了廉洁对于发展的
极端重要性。海南建设自贸区
（港）也必然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挑战，其中就会有廉政风险带来
的挑战，我们唯有未雨绸缪，主动
作为，堵牢潜在廉政风险点，营造
风清气正的廉洁政治生态，打造
公平公正公开的营商环境，才能
更好地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保
驾护航！

“廉洁成就前海”的有益借鉴
自贸区
观察

■ 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

市场的发展要靠创新，创新要
靠市场主体的创造力，而市场主体
的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则需要良
好的法治环境。5月8日，记者在
广东省深圳市采访了解到，为满足
跨境商事纠纷便捷处理及与国际
接轨的需求，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区深圳前海蛇口新区片区（简称前
海蛇口自贸区）探索建立符合国际
惯例的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资源
便捷、高效地解决跨境商事纠纷。

在前海法院的调解室里，记者
看到，两名律师正在用英文与当事
人沟通，调解一起纠纷。在整个调
解过程中，法院、仲裁机构、律所等

涉及法律业务的不同主体都参与
到纠纷的化解处理中来。据悉，前
海法院于2016年成立了诉调对接
中心，与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市
律师协会等20余家域内外机构建
立合作共建关系，聘任了148名律
师调解员参与调解。截至今年3
月31日，诉调对接中心共成功调
解 案 件 1223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39.7%。

另一方面，深圳国际仲裁院在
前海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其推行的“调解+仲裁”实
现独立调解与独立仲裁相结合，
是解决跨境商事争议的快捷、有
效途径。

“仲裁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
式，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深圳国际

仲裁院自贸区仲裁处有关负责人
介绍，仲裁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商
事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相比而言
存在几方面优势：一是仲裁裁决在
境外执行相比法院审判更加方便，
不涉及司法管辖权问题；二是诉讼
程序上比较繁琐，存在上诉的可能
性，而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效率
更高；三是与公开诉讼相比，仲裁
可实现保密审理，避免对企业产生
外部影响。

记者还了解到，前海蛇口自贸
区境外商事主体数量的逐渐增
多，带来了跨境业务的增加。对
此，前海法院深入推进涉外审判
机制改革，可适用域外法审理，增
加了外国与港澳台商事主体在前
海投资创业的信心。截至今年3

月，前海法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
台商事案件4136件，其中涉港商
事案件3019件，居全国首位，涉外
案 件 审 理 期 限 较 之 前 缩 短 近
50%。

不过，不同纠纷解决方式对域
外法的适用与衔接难度也不尽相
同。据了解，在适用域外法审理的
案件中，当事人可委托专家在庭审
中对专业性问题进行说明，解释当
地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如何适
用。如果法官认为适用不当，也可
以委托法院的专家介入，法官根据
查明情况审判。

此外，作为自贸区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一环，法律服务业的国
际化在前海蛇口自贸区也取得了

显著进展。目前，全国共有10家
内地与港澳联营的律师事务所，
前海就占了 7 家。采访中，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主要提供跨境相关的法律服
务，“像内地涉港债务纠纷等案
件，单独委托任何一地律师事务
所都很难妥善办理，联营律所拥
有内地和香港两地律师资源，可
以同步配合、同步行动达到良好
的效果。”

（本报深圳5月14日电）

跨境B2B买卖双方如何不见面
完成交易？

巧用特殊监管区域
解决征信问题

本报深圳5月14日电（特派记者金昌
波）跨境B2B电商买卖双方都是在网络上
认识的，先发货，卖家会担忧买家不付款；
先打钱，买家会担心收不到货。如何解决
这其中的信任问题？深圳保宏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宏公司）积极
创新，探索出“特殊监管区域平台+跨境电
商综合服务平台+银行跨境结算平台”的
跨境B2B模式，有效解决征信问题。

据了解，传统贸易主要是通过信用证
等方式来解决信任的难题，但银行开信用
证的成本较高而且程序复杂，并不是跨境
B2B的中小商户都可以承受的。保宏公
司副总经理丁睿介绍说，“开具一个信用证
有时最少得花一千多元，若一笔交易的金
额不到一万元，开了信用证这笔交易就几
乎没有利润了。”

显然，现行的适合一般贸易的通关方
式以及信用证等常见的结算方式已经难以
满足订单批量小、品种多、频次高的跨境电
商交易需求。要解决这一难题，利用特殊
监管区域的特性搭建新型交易体系是最有
效的手段。对此，保宏公司提出了“特殊监
管区域平台+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银
行跨境结算平台”的跨境B2B模式。

“我们通过一个专门结算工具，来满
足货款见证的需求，通过客户的银行监管
账号，仓库管理系统与银行系统对接来实
现。”丁睿说，供货商需要把产品存放在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或收到订单后24小时内
把产品发到该区域内。当采购方的钱到
账后，库内工作人员就把供货商库存移至
买家库存。以银行支付信息作为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内货权交割的依据。当货物
要出口到海外时，海关发送放行数据，货
物完成交付，即可把海关通关信息作为结
汇的依据。通过“资金结算”到“货权交
割”到“货物交付”到“结汇”等流程最终完
成整个交易。

数说·前海蛇口自贸区

前海企业公馆。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前海蛇口自贸区拱门入口。 前海管理局供图

快速发展中的深圳前海。 前海管理局供图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打造公平高效法治环境 截至2018年3月
累计注册金融类企业

6万家

其中持牌金融机构228家
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金融相关服务机构

5万余家

截至2017年底
区内企业跨境人民币贷款累计提款
371亿元

在跨境双向股权投资方面
在全国率先重启QDIE
累计注册QFLP企业和基金148家
注册资本342亿元

开通国际直航航线达169条
截至2018年3月底
共有“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
在区内投资设立281家企业
注册资本116.28亿元

区内企业累计在“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
设立企业（机构）41家
中方协议投资额
12.22亿美元

从自贸区成立至2018年3月底

港企作为前海蛇口自贸区
经济支柱的作用日益显现

累计注册港企

8031家
注册资本

8937.26亿元

率先在全国推动实现跨境双向股权投
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
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等
“五个跨境”

（杜颖 辑）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