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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RCEP生效，既是机遇，也有
挑战。

伴随着 RCEP 生效实施，
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椰子汁、菠萝

制品、纸制品，从日本进口的电磁
炉、电烤箱等都将逐步免除关税，更
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将会进入消费者
购物车。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利好，但从产
业发展来看，带来的还有竞争。

在海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
究院院长柯佑鹏看来，东盟国家农业
资源丰富，产品有优势。RCEP生效
实施后，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海
南一些农产品销售面临挑战。

“海南农业需要转型。一方面
要推动差异化发展，在高端路线上
多发力，另一方面要结合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推进农产品深加工，
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柯佑鹏说。

郭文芹建议，企业可以抓住
RCEP生效的重大机遇，尽快在海南
建立面向东盟的热带农产品保鲜、加
工、储藏、出口基地。国内外龙头企
业可以在海南投资一批集加工、包
装、保鲜、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相
互融合和全产业链的农业产业化项
目，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农产品，在海
南进行精深加工。

开放，亦是一场角逐。
“海南自贸港的‘特殊性’要求海

南在RCEP生效后，必须进一步提升
制度型开放水平，在中国高水平对外
开放进程中更好发挥压力测试和引领
作用。”赵晋平提出。

当前，全国多地积极探索落实
RCEP鼓励性义务。在一些业界人士
看来，这将使海南自贸港突出营商环
境优势的难度增加，需要海南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高度重视RCEP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带
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早研究早部署，
成立由各职能部门组成的国际高水平
经贸规则研究工作专班，并面向企业
和基层积极开展RCEP相关政策宣
介、RCEP协定原产地规则和法律风
险培训。

省政府近日出台20条落实举措，
聚焦贸易和投资，将从多方面把握
RCEP机遇，优化海南自贸港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推动更多先行先试
开放政策措施落地。

“在推动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海南将以RCEP实施为契机，形
成和释放制度开放新红利，打造更高
水平开放新高地。”省商务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海南将积极优化自贸港早期
政策制度安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开
展国际标准化合作交流，提升贸易摩
擦和商事纠纷应对能力，完善RCEP
政策配套服务。

企业如何适应RCEP带来的新变
化？一些专家提出，海南企业要不断
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在竞争中
获胜。

“RCEP将给海南企业提供更广
的市场、更多的合作机会。海南企业
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RCEP规则，探
索开展贸易与投资活动，优化自身产
业链布局。”崔凡建议海南应围绕重点
产业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在高
科技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迎挑战，
推进开放创新
要求海南更好发挥压力测试和引领

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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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霞

2022年1月1日，
备受关注的《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全
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
式启航。

当天，海口海关
所属海口港海关顺利
签发海南扬航实业有
限公司首份RCEP原
产地证书。凭借该证
书，扬航实业一批价
值46301元的硫酸铝
将在日本享受零关税
待 遇 ，税 款 减 免 约
2315元。

“因享受到关税优
惠，我们的产品更具价
格优势。”海南扬航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晓涛说，公司正计划充
分利用RCEP和海南
自贸港的开放红利，深
化贸易合作。

与李晓涛的想法
一样，目前不少企业积
极探寻抢抓RCEP机
遇，在海南自贸港尽享
更多开放红利。

如何掘金RCEP？
近日，省政府出台20
条举措落实 RCEP，
对有关工作进行部署，
涉及扩大货物贸易规
模，创新发展服务贸
易，推动双向投资和跨
境产业链合作，深化区
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水平，推动制度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等5个
方面。

省内外一些专家
认为，海南抢抓RCEP
机遇有独特优势，合作
发展潜力大。RCEP
将与海南自贸港政策
产生叠加效应，激发出
更多开放红利，发展前
景令人期待。

RCEP现有15 个成员国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5 国

以及东盟10 国

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额三方面看

均占全球总量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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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海南如何

抢抓RCEP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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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11个月——
海南与RCEP成员国外贸进出口额519.8 亿元

当RCEP遇上海南自贸港，会擦出
怎样的红利火花？

已核准成员国之间90%以上的货物
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在原产地规则、
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方面形成统一规
则；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作出
高水平开放承诺，并建立高水平的知识
产权、电子商务等规则……

伴随着RCEP生效实施，在海南等
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将
不断释放开放红利。

业界人士认为，当“开放”遇上“开
放”，更多红利值得期待。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海马汽车
出口额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
产品销往东南亚等地区。RCEP生效
实施，给该公司带来了更多发展信心。

“RCEP生效后，汽车零部件关税
降低，将进一步优化海马汽车成本结
构。在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贸港
政策优势的加持下，海马汽车未来将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区域内汽车零部件采
购成本、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海南海
马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国强说，海
马汽车将紧抓机遇，持续深耕东南亚市
场，加强东南亚右舵市场开发，加快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右舵产品的研发
和右舵生产基地的布局。

从海马汽车等企业的发展可以看
出，海南与一些RCEP成员国的合作有
基础、有优势。

看基础，RCEP成员国是海南重要
的外贸进出口市场，同时海南与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得到积极推进，未来合
作空间大。

数据显示，2021年前11个月，海南
与RCEP成员国外贸进出口额519.8亿
元，同比增长52%，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约40%。在海南吸引RCEP成
员国投资方面，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
2.25亿美元。2020年，海南与RCEP成
员国服务贸易规模为51.6亿元，占总额
的27.91%。

看优势，海南独特的区位和海南
自贸港政策，为合作增添了更多可
能，政策叠加效应有望释放更大发展
动能。

“从海南地缘条件以及自贸港高水
平开放制度优势来看，RCEP将给海南

带来更多的机遇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红
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
部原部长赵晋平分析称，海南自贸港对
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具有面向全球
开放的制度优势，有条件成为连接中国、
RCEP区域和世界市场的“枢纽”，全球
各种要素聚集海南并通过海南向其他地
方流动会更加自由便利。同时，聚焦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的差异化发展模式，海南
可以从RCEP中分享更具海南特色的发
展红利。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同样看到海南的“特殊性”。“海南
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吸收、获取RCEP
红利的能力相对更强。全球最大自由贸
易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两个‘自贸’
结合，有望形成更大的‘自贸效应’。”白
明建议海南快速抢抓机遇，突出自身特
色，加快推进开放发展。

RCEP生效，为全国各地带来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红利，会摊薄海南自
贸港政策红利吗？

省内外一些专家对比海南自贸港政
策和RCEP规则后指出，海南自贸港政
策体系更丰富，投资和服务贸易准入制
度更开放。

“海南自贸港开放面向全球，而不仅
限于RCEP成员国。同时，海南自贸港
政策体系范围更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海南研究院首席专家崔凡说。

白明指出，在货物贸易方面，海南在
零关税上的“一负三正”清单有吸引力；
在服务贸易方面，海南已出台我国首张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拥有加快服务
贸易发展、扩大市场开放的重要时间窗
口期。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
出，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
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
放门户。如何发挥引领作用？赵晋平认
为，国内整体开放水平提升之后，作为更
高水平的开放高地，海南自贸港的贸易
投资自由化水平会随之“水涨船高”，开
放进程也将加快。

“RCEP生效实施，不仅不会摊薄
海南自贸港的开放红利，还会为海南
扩大开放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赵晋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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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RCEP
如何抓住RCEP机遇？哪些领域

是合作重点？
最近，不少日本企业积极推进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2022消博会）参展筹备工作。与
首届消博会相比，2022消博会将新增
多个日本知名品牌独立参展。

“RCEP生效实施后，日本企业积
极通过消博会这一国家级展会平台，
探寻和海南合作的多种可能性。”海南
国际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

1 月 1 日，RCEP 开始生效。其
中，我国与日本是首次建立双边自贸
关系。在RCEP协定下，深化与日本
的合作，备受关注。

目前，我省一些企业积极在多领
域寻求扩大贸易规模。“RCEP 生效
后，我们生产的诺丽果酵素出口到日
本，凭借海关出具的RCEP原产地证
书可享受更多关税优惠。”海南西沙诺
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海南与东盟国家合作优势明显。
不少专家建议海南以东盟合作为切入

口，积极对接RCEP，深化交流合作，
提高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水平。

“RCEP生效将为海南自贸港构
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提供重要
契机。”中改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
心助理研究员郭文芹注意到，RCEP
生效后，海南成为我国唯一的三元供
应链（国内供应链、RCEP区域内供应
链、区域外供应链）都可以实现“零关
税”的地区，对优化海南产业结构、促
进产业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区域
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郭文芹建议，充分释放自贸港政
策与RCEP规则的叠加效应，加快在
海南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市场。以
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海南自贸港与
新加坡的全面合作；推动与东盟国家
在海洋旅游、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从产业角度看，海南大学教授、海
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李
仁君提出，海南借助自贸港政策优势，
瞄准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更具吸引力的旅游、贸易、金融等，更
容易从RCEP中分到更多的“蛋糕”。
比如，海南可进一步拉长石化产业链。

对抢抓RCEP机遇，业界人士梳
理出多种合作方式——

在货物贸易方面，将海南自贸港
零关税政策和RCEP零关税进行结
合，集聚更多外部先进要素，丰富海南
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利用RCEP
原产地规则服务自贸港特色经济；利
用区域累积规则开展加工业务。

在服务贸易方面，发挥海南自贸
港“三个回流”和发展数字经济的优
惠政策，加快巩固先发优势。做大
做强数字贸易，优化医疗健康服务
贸易，升级“旅游+”和“文化+”服
务贸易，拓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在双向投资方面，抓住区
域内产业开放契机，进一步吸
引RCEP成员国特别是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地投资，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依托重点
园区“请进来”，深化跨境产
业链合作；鼓励企业“走出
去”，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
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企业加大在RCEP成员
国的投资合作。叠加用好
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
企业所得税政策优势，吸引更

多鼓励类产业企业加大对
RCEP区域的跨境投资。

B 抓机遇，释放叠加效应
对优化海南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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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
与海南自贸港政策产生叠加效应

“开放”遇上“开放”

海口海关签发的海南省首份RCEP
原产地证书。 康明乐 摄

已核准成员国之间

90%以上货物贸易

将最终实现

零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