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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五周年

享改革红利：
人流、货流、资金流，

“流流”通畅

福特野马轿跑车、路虎揽胜运动
版……在天津自贸区的滨海国际汽
车城，来自欧洲、中东、北美等地的平
行进口汽车琳琅满目，其中包括很多
国内罕见的车型。

平行进口汽车是指未经品牌厂
商授权，由贸易商从海外市场直接购
买并引入中国市场的汽车。天津自
贸区深入推进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率
先出台试点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
进口平行汽车10.3万辆，同比增长
94.3%，进口量稳居全国各口岸第一。

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支持自
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
施的通知》（简称《通知》）提出，支持
自贸区试点汽车平行进口保税仓储
业务。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域
发展司主要负责人陈振冲说：“汽车
平行进口试点，是我国汽车流通领域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试点后中
高端进口汽车降价比较明显，大部分
在15%以上，个别甚至超过30%。”

在买买买方面，更丰富的选
择、更实惠的价格，是百姓的朴素
愿望，也是自贸区建设释放的诸多
改革红利之一。

过去五年，以企业和百姓的获得
感为标尺，各地的自贸区通过提高行
政服务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出台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改革措施：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企业
办事创业流程更省。天津自贸区在
全国率先实现“一个部门、一颗印章”

审批，企业设立“一照一码一章一票
一备案”、一天办结。

——“互联网+易通关”改革，让
货物通关成本更低。在广东自贸区，
一般货物进出口平均通关时间减少
42.6%，一盒鲜奶从澳洲牧场到达广
州市民餐桌仅需3天。

——系列人才新政，对高层次人
才吸引力更强。经自贸区管委会推
荐，从提交申请材料到拿到永久居留
身份证（俗称中国绿卡），上海罗氏制
药总经理周虹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她
说，这项政策会吸引和激励国际高端
人才在上海、在中国更多地方集聚。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跨境资金
进出更自由——这就是自贸区改革
带来的生动图景。

改革还在继续。《通知》提出，推
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依托自
由贸易账户，我们鼓励企业利用境内
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
资自由化。”央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
币业务部主任施琍娅说。统计显示，
上海自贸区累计办理本外币融资总
额折合人民币1.36万亿元，其中人民
币融资平均利率仅4%。

育制度新苗：
从贸易到投资，一批

“良种”向全国播撒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大楼内，桥吊
司机陈树林坐在屏幕前，熟练地操作
手柄。一公里之外的东渡码头，龙门
桥吊缓缓拉起集装箱，按照电脑指示
放置装船。

“以前作业都是在四五十米的高
空中，现在就在办公室里，码头都没

人了。”陈树林说。
电脑操作代替了现场作业，“数

据跑路”代替了“人员跑腿”。福建自
贸区打造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联
通国际贸易链条上的海关、海事、商
务、港务等30多个业务部门，大幅降
低外贸企业成本。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自贸区
培育的制度“良种”之一。在投资管
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
监管等领域，12个自贸区内遍开制
度创新之花。

没有土地优惠，不搞税收洼地。
依靠制度创新，各地的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市场与政府关系进一步理顺，
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激发。

一面是银行卡的样式，另一面标
注商事主体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一张小小的卡片，集成了几乎所
有的企业证照信息和金融功能。这
就是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在全国率
先推出的“电子证照银行卡”。

“一卡在手，无论政府的服务，还
是银行的业务如开户、结算和支付
等，都可以覆盖。企业办事流程简便
很多，要提交的纸质资料至少缩减2/
3。”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杨士杰说。

受益于制度创新，截至今年10
月底，横琴实有市场主体逾5.8万户，
比2017年底增长近40%。

制度创新永无止境。继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之后，上海自贸区又在
全国率先开展“证照分离”试点。作
为市场准入领域的两把“钥匙”，“证
照分离、照后减证”让企业摆脱不必
要的许可证羁绊，放开手脚在市场
上打拼竞争。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

说：“对于企业开拓新业务的申请，我
们要求自贸区窗口工作人员‘说YES
不请示，说NO要报告’。以不设障
碍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的方式，
帮助更多创业梦想落地。”

如今，“证照分离”已向全国推
广。商务部数据显示，五年来自贸区
形成153项改革试点经验全国推广，
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复合型的综合
改革态势和创新格局。

绘开放宏图：
打造全面对外开放的

样板区

“我想引用一句唐诗‘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祝愿上海自贸区在
新的时期乘风远航。”在近日举行的
扩大开放项目签约会上，外币兑换专
业机构通济隆亚洲区执行董事何穆
凯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

引发何穆凯“诗兴”的，是通济隆
在中国市场的快速成长：继获得国家
外汇局颁发的外币现钞相关业务牌
照后，通济隆又决定把亚洲区总部设
在上海自贸区。目前，通济隆中国可
兑换币种已经达到40多个，涵盖绝
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既有新朋来，更见老友喜。
“没有自贸区，就没有我们的新

业务。”东北理光（福州）印刷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叶丛说。自贸区的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帮助这家成立于
2003年的日资企业，在2015年顺利
投产了复印机再制造项目。

正如通济隆和东北理光所感受
的，在中国扩大开放的版图上，自贸
区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中国第
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
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
外商独资医疗机构……截至2018年
6月，上海自贸区挂牌后新设外资企
业8696家，其中包含一系列“全国首
创”项目，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写下了生动注脚。

与“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天津自
贸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唐中赋说，天
津自贸区打造国家海外工程出口基地，
推进京津冀地区能源、钢铁、对外承包
工程等企业，通过自贸区的平台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承 接 进 口 博 览 会 的 溢 出 效
应。在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的法赛
路上，一排旗杆高高耸立，智利、匈
牙利、捷克等国的国旗迎风招展。
自贸区内的智利馆、澳大利亚馆等
三个国别（地区）商品中心已入选进
口博览会“6天+365天”常年展销平
台，正在积极推动“展品变商品”，搭
建国际经贸桥梁。

按照中央的部署，目前上海自
贸区已启动新片区增设工作。上海
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说，新片区的

“新”，首先体现在对外开放的新高
度上。“上海自贸区将选择体现国家
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
度要求高的领域，深化制度创新的
差别化探索。”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以自
贸区建设为抓手，五年来中国加快形
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站在新
起点上，自贸区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提供样板区。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自贸区“新雁阵”：

引领中国更高水平开放进程
中国，海南岛。北方已经雨雪上线，这里仍是郁郁葱葱。
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今年10月中旬，随着国务院一纸批复，海南自贸区的热度持续上升。
随着海南岛的加入，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12个自贸区组成的改革“新雁阵”，引领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

新华社台北11月25日电（记者吴济海、刘欢）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于24日进行投票，选举产生
22个县市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在22
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5席，民进党获6席，
另有1席为无党籍。根据计票结果，在台北市长
选举中，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以3200余票的微弱
多数险胜中国国民党籍候选人丁守中。丁守中
25日凌晨向法院提出“选举无效诉讼”。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陈键兴）台湾
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25日揭晓。国台办发言
人马晓光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
果。这一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希望继续分享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
强烈愿望。我们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对两岸关系性
质、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我们
欢迎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

国台办发言人：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停靠在东港石化码头正在接受调查的涉
事船只“天桐1号”。

11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泉港碳九泄漏事件处置和事故调查最
新情况。通报称，经调查组调查，泉港裂解碳九泄
漏事故涉事企业安全生产隐患严重，泄漏事件发
生时存在违规作业。发生泄漏事件后，企业要求
中层以上员工统一口径，隐瞒泄漏数量，并恶意串
通码头船只统一口径。

目前包含涉事企业东港石化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内的7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新华社发

泉州市政府：

泉港裂解碳九涉事企业
恶意隐瞒泄漏量

广告

为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工作需要，中

共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决定面向全国公

开选调（调任）工作人员，公告如下：

一、选调（调任）计划和职位

本次计划面向全国党政机关选调副

处级干部1名、主任科员（含）以下干部6

名。

面向国有研究机构（高校）调任研究

工作人员2名。

二、选调（调任）对象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

实施公务员法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公务员（参

公管理人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工

作人员，现任县处级副职职务或乡科级

正职（含）以下职务。

（二）调任对象：

国有研究机构（高校）在编在岗的研

究工作人员，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年以上或等同副处级以上职务。

三、资格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

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品行端正，实绩

突出，群众公认；

2. 选调对象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

以上等次。调任对象具有自由贸易、经

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研究背景以及

相关工作经历。

3. 年龄40周岁以下（1978年12月

20日之后出生）。

4. 身体健康；文字功底扎实、综合

研究能力强。

5. 选调对象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调任对象具有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自

由贸易、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相关专

业。

四、选调（调任）程序等详细情况请

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网（www.hainan.

gov.cn）、南海网（www.hinews.cn）、海

招网（www.contacthainan.gov.cn）查

询。

五、其他事项

（一）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或邮寄资

料报名。电子邮箱：hnzys529@163.

com 或 hnzys529@126.com。邮寄资

料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省委1号楼529室。

邮 编：570203

（二）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18年12月20日止。

六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898）

65314066

中共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2018年11月26日

中共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调任）工作人员公告

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第八届会员社会公开招募

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是全省青年企业家自愿组成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共青团海南省委

联系和维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和纽带。协会的宗旨是始终

坚持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青年企业家的成长成才。

根据《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章程》规定，现海南省青年

企业家协会第七届会员任期即将届满，为进一步发挥海南省

青企协团结、凝聚优秀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组织优势，不断

壮大充实优秀青年企业家团队，特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第八届

会员、理事、常务理事。

详情请关注公众微信号: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网址:http://www.hngqt.cn/page.php?xuh=40165

电话咨询:熊玉冲13337624978

关于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
知书》的公告(万东陈帅志)海南万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帅志)

我局依法调查你单位涉嫌拖欠孙洪士工资一案,因无法直
接送达与你，依照《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乐人社监
字(2018第8号)、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派员
到我单位接受询问。并提交以下相关书面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3、职工花名册，4、
劳动合同书，5、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工资发放表，6、2017
年3月至2018年6月职工考勤表，7、如有委托，还需提交法定
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书或公司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

请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主动到我局签收该法律
文书，逾期未到场签收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5号
联系人:陈赞生 联系电话: 0898-85596230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0306地块规划修改公示
为满足海口市西秀建筑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建设需要，根据海口市

政府批示，拟对E0306地块规划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利
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用地位置：南海大道

北侧、粤海大道西侧。2、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11月26日至
12月14日）。3、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
haikou.gov.cn）。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5、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6日

变 更 公 告
就海口市滨海大道西侧、新港经六街以东的六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8年11月15日在《海南日报》B05版刊登

了(2018)第18号挂牌出让公告，由于规划调整的原因，现对该公告做以下调整, 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一、地块一用途由原来的商服用地变更为商务金融用地。
二、地块三的出让条件做以下调整。
（一）地块面积、规划用途、土地用途、出让年期及规划条件调整为：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调整为：

以上挂牌宗地作为建设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的人才房用地。

宗地开发建成的住宅，须遵循以下要求。

1、租售条件：项目的全部住房在10年锁定期内必须用作人才住

房。其中，50%建设面积的住房由园区投资建设主体持有，按照相关

规定向重点产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职工出租；其他50%建筑面积的住

房按照低于市场的优惠价格，向重点产业园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或符合

省市人才认定标准的园区就业人才出售，重点产业园区内的企事业单

位具有购买优先权。

2、退出机制：园区投资建设主体持有的50%部分住房，在项目取

得整体预售批准文件或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满10年后，可作为存

量商品住房上市出售，允许符合购买商品住房条件的原承租人优先购

买，也可由产权单位继续出租经营。

购房单位或经认定的园区就业人才10年内迁离重点产业园区的，

由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确认意见，经市住建局批准后，可转让给重

点产业园区内其他企事业单位或符合省市人才认定标准的园区就业人

才。无合适转让对象的，由市住建局或园区指定机构按购房价格加同

期存款利息回购。

各宗地须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宗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800万元进行投资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三、挂牌时间做如下调整：

以上两地块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18年12月25日16:00（北京

时间）；挂牌起始时间延长至：2018年12月17日9:00（北京时间）；挂

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18年12月27日16:00（北京时间）。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6日

该地块内应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要求配建所需公共
服务设施。

（二）挂牌起始价、加价幅度、土地竞买保证金调整为：

宗地座落
海口市滨海大道西侧、新港
经六街以东（地块三）

规划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R2）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2.8

（人才公寓）

面积（平方米）

28632

出让年期

70年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0

建筑高度（≤米）
80

地块序号
地块三

挂牌起始价（万元）
1982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892

加价幅度（万元）
5万元的整数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