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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自贸区

北部湾城市群是我国沿海主要

城市群之一，覆盖范围包括广西壮族

自治区六市、广东省三市和海南省三

市三县。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

枢纽与“三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

门户，2017年 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将北部湾城市群建设为国家级城

市群，进一步增强粤、桂、琼三省（区）

协作力度，有效促进北部湾城市群成

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开放

区域。2018年 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9年 8月，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揭牌运行，2020年 6月，《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实施，

北部湾城市群积极融入“一自贸港，

双试验区”建设中，享受 77项对外开

放政策，被赋予 191条试点任务，进

一步深化了北部湾城市群在我国西

南地区的战略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如何借助自由

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

区”）全力建设之势，发挥北部湾城市

群对外开放引领作用是北部湾社会

经济发展、西南地区战略崛起的重要

现实问题。

一、北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发

展现状

（一）进出口规模稳定增长，东盟

成为第一贸易伙伴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推动下，北

部湾城市群进出口规模呈稳定增长的

态势。从贸易规模上看，2019年北部

湾城市群进出口总额 5094.4亿元，同

比增长 14.1%，占全国进出口总额

1.6%。其中，出口总额 2614.75亿元，

同比增长 22.3%；进口总额 2479.68

亿元，同比增长 6.5%。出口增长率显

著高于进口增长率，贸易顺差促进城

市群对外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贸易方

式上看，2019年北部湾城市群一般贸

易进出口总额 1952.3亿元，同比增长

21.1%，占进出口总额 38.3%；加工贸

易进出口总额 1015.6亿元，同比下降

11.6%。北部湾城市群合理利用崇左、

防城港沿边开放优势，优化整合边境

要素资源，促进边境贸易快速发展。

2019 年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242.7亿元，占进出口总额24.3%，一

般贸易与边境贸易成为推动北部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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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促进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更是引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北部湾城市群是我国西南地区

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城市群区域，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国家开放合作战略布局的

“领头羊”。近年来北部湾城市群高速发展，但对外开放仍然存在外贸依存率偏

低、利用外资实际效益较差、对外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旅游国际知名度不高等问

题。借助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等全力

建设之势，北部湾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多重政策优势助力金融改革、搭建多层次

对外开放平台、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探索旅游新业态模式等措施，全面提升

对外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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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贸易规模稳定增长的主要方

式。从贸易伙伴上看，2019年北部

湾城市群对东盟进出口总额

2631.9亿元，同比增长 12.8%，占北

部湾城市群进出口总额 51.6%。东

盟已连续三年成为北部湾城市群的

第一贸易伙伴，标志北部湾城市群

作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

作用初步显现，国际竞争优势初步

形成。

（二）外商投资主体日益增多，

外资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随着自贸试验区利好政策落

地，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北部湾城

市群作为投资对象，引进外资成为

北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

部分。据城市群各市统计公报数据

显示，2019年北部湾城市群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764家，

同比上升 6.2%。其中，新加坡、马来

西亚、韩国、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对北部湾城市群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 397家，同比增长 10.1%。北

部湾城市群外商投资主体逐渐由中

国港澳台地区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外商投资主体的增多直接带

来了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增加，带

动了外资利用效率的提升。2019年

北部湾城市群新签利用外资合同项

目 895个，同比增长 22.6%，新签项

目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

议总投资金额 4145.69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 124.23亿元，同比增

长 6.3%。北部湾城市群是典型的欠

发达、后发展地区，大量引进外资产

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北部湾

城市群增加固定资本存量，刺激其

他相关行业形成乘数效应，从而进

一步提升外资利用效率。

（三）积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

国家金融开放门户，扩大对外金融

开放程度

北部湾城市群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衔

接点，金融开放门户的建设起到强

有力的支撑作用。2017年 1月，国

务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

划》，要求北部湾城市群金融市场建

设要立足北部湾，辐射“一带一路”。

2018年 12月，国务院出台《广西壮

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

门户总体方案》，北部湾经济区协同

北部湾城市群积极融入建设面向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开放门户战略

中，北部湾城市群各市政府出台有

关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的政策文件

32项，实施方案 78项，涵盖金融创

新、金融科技、跨境保险等九个方

面。北部湾城市群积极探究在东南

亚地区开拓离岸人民币市场，在跨

境产业园区推进限定金额的资本账

户自由兑换方案、健全多样化跨境

金融配套体系，给予“两国双园”与

保税区信用贷款支持，积极建设形

成以南宁五象新区为核心的金融开

放城、以海口为中心的中国自由贸

易港特色金融小镇与金融产业示范

区。伴随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

试点与金融项目的落地，北部湾城

市群对外金融必将更加开放，为建

设高水平“金融版本”自贸试验区打

下坚实基础。

（四）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国际

旅游开放发展态势良好

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资源丰富多

样，壮族“三月三”、京族风情、琼州

文化等传统民俗文化得到有效传承

与保护，形成了一大批独具北部湾

城市群特色的滨海、沿边旅游景点。

2019年北部湾城市群 4A及 4A级

以上国家旅游景区 89个，比上年同

期增加了 15个。北海市、湛江市滨

海旅游特色显著，北海银滩是“天下

第一滩”，雷州半岛西海岸被誉为

“中国马尔代夫”；崇左市依托中越

边境的地缘优势，积极发展边境旅

游；海口市海岛风情浓郁，拥有海上

“红树林”“火山口”等罕见的自然

景观。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北部湾城

市群国际旅游开放发展提供良好的

自然与人文条件，有利于促进旅游

开放度的进一步提升。2019年北部

湾城市群接待入境旅游总人数

278.55万人，同比增长 9.1%，崇左、

南宁、海口三市是境外游客的首选

旅游目的地。2019年北部湾城市群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81.63亿元，同

比增长 21.8%。北部湾城市群充分

利用“一带一路”地缘优势与“自贸

试验区”建设机遇，深化国际旅游上

下游相关产业合作，提升旅游资源

的对外开放程度，推动区域经济繁

荣发展。

二、北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

存在的问题

（一）整体外贸依存率低，各城

市外贸开放程度差异大

近年来北部湾城市群进出口规

模持续扩大，总量不断提升，但相对

于粤港澳、长三角等发达城市群，北

部湾城市群贸易总量小、整体外贸

依存率低、各城市外贸开放程度不

均衡。2009-2019年间北部湾城市

群外贸依存率呈现平稳上升趋势，

但平均外贸依存率仅为 21.1%，而

同期我国平均外贸依存率达到

39.9%，比全国平均外贸依存率低了

18.8个百分点。2019年北部湾城市

群外贸依存率达到 25.15%，逐步逼

近全国水平 31.83%。比较而言，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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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51850 亿元，外贸依存率

139.9%，远高于北部湾城市群。可

见，贸易对北部湾城市群经济发展

的拉动力度有限，以商品贸易、服务

贸易促开放助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此外，各城市之间外贸开放程

度差异较大。2019年北部湾城市群

中对外贸易依存率高于 100%的城

市有：崇左市、防城港市；对外贸易

依存率低于 5%的城市有：茂名市、

东方市、玉林市、儋州市。北部湾城

市群外贸依存率呈现“倒三角型”，

外贸依存率高低差异显著，各个城

市之间外贸开放水平不均衡，容易

导致外贸依存结构失衡，不利于北

部湾城市群贸易一体化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

（二）营商环境有待优化，利用

外资实际效益偏低

2009-2019年间北部湾城市群

外资依存度呈波动下降趋势，2019

年外资依存度仅 0.58%，比我国同

期外资依存度低了 0.38个百分点。

可见，北部湾城市群吸引外资的水

平较弱，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效果不明显，营商环境有待

进一步优化。另外，北部湾城市群利

用外资实际效益偏低，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其一，外资来源渠道过于

集中，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台湾与

东南亚地区。2019年北部湾城市外

资有 69.2%来源中国香港，外资来

源单一，易受外资来源地经济政治

局势影响，若大量资本外撤，易造成

经济动荡，不利于对外开放的可持

续发展。其二，外资投入产业分布不

均衡。北部湾城市群外资主要集中

于附加值低且科技含量少的制造业

与能源供应业，较少涉及资本、技

术、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其

三，国内其他城市群利用外资竞争

激烈。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

出台了各种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

结合其国家战略与资源禀赋优势，

加快了以加工贸易类产品为主的传

统产业向西北部地区的转移步伐，

间接削弱了北部湾利用外资的实际

效益。

（三）对外金融业务规模较小，

企业国际合作融资方式单一

对外金融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北

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从

金融体量的角度看，2019年北部湾

城市群对外金融业增加值是 987.5

亿元，仅占城市群 GDP 比重的

4.8%；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和贷款余额为 30742.85亿元与

30111.5亿元，仅占我国金融机构

本外币存款与贷款余额的 1.93%与

2.11%。从企业融资方式的角度看，

北部湾城市群企业以债务性融资为

主，主要借助银行贷款、企业债券、

应付票据等间接方式进行融资，而

股票、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使用率

较低，带有投资性的私募或天使投

资更是少之又少。其中，北部湾城市

群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

64.7%，仍是社会融资主要渠道。北

部湾城市群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滞

后，对外金融业务规模较小严重阻

滞了对外开放的进程，单一的融资

方式不利于企业资金的筹集与融

通，进一步将会制约北部湾城市群

企业的生产制造、对外贸易、对外投

资等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亟须构建

适应“一个自贸港，两个试验区”的

对外金融体系与机制。

（四）旅游国际知名度不高，入

境旅游总量偏少

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国际知名度

不高，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与服务水

平不完善，入境旅游总量偏少，对外

开放程度仍有待提升。一方面，国际

旅游客源量较小。2019年北部湾城

市群游客总数量达52451.48万人，

境内游客数量占游客总量的

99.47%，境外游客数量仅占游客总

量的 0.53%；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仅

占旅游总收入的1.32%。另一方面，

国际旅游服务接待水平落后。2019

年北部湾城市群旅行社 1012家，占

全国旅行社总量的 2.5%，旅行社数

量较多，但能提供境外旅游落地对

接服务的旅行社数量较少，难以承

接大批量境外旅游团。境外游客住

宿习惯以高品质的酒店为主，2019

年北部湾城市群星级酒店数量 268

家，达到 4星级的数量仅有 60家，5

星级仅有 16家，且都集中于南宁市

与海口市，国际化高档次酒店较少。

另外，旅游标识语言单一、境外游客

旅游“绿色通道”不完善、旅游公共

服务欠缺、针对境外游客的专业导

游稀缺也是北部湾城市群国际旅游

总量偏少、旅游开放程度低的主要

原因。

三、北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

发展对策

（一）充分发挥多重政策优势，

助力对外金融开放发展

北部湾城市群在享有自贸试验

区与金融开放门户等多重国家政策

优势同时，应不断寻求二者的有机

结合点，利用政策优势提升金融开

放程度。第一，积极引入国内外大型

金融企业，助推对外金融业发展壮

大。重点引导跨境金融业务实力较

强的互联网金融、融资租赁、证券投

资、保险等行业公司入驻，逐步完善

北部湾城市群与“一自贸港，双试验

区”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第二，重

纵论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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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进沿边金融与离岸金融对外开

放。在“东兴模式”基础上，积极建设

更高层次的防城港市边境金融改革

试点区域与海口市离岸金融中心，

鼓励更多金融机构“走出去”拓展境

外金融业务，如离岸银行、境外股权

投资公司等，同时注意跨境融资风

险预警与保障体系建设。第三，北部

湾城市群各市政府积极推进企业与

自贸试验区政策性金融部门合作，

探索更多惠及金融开放的发展基

金、跨境风投项目、丝路筹资等融资

渠道，拓展企业对外融资方式。

（二）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搭

建多层次对外开放平台

北部湾城市群以自贸试验区为

载体，从多层次多领域的角度搭建

更多开放型的平台，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第一，深化试验区开放平台建

设。以“一自贸港、双试验区”为基础

载体，推动城市群绿色化工、生态农

业、海洋开发、智能科技等重点领域

开放窗口建设，广西自贸试验区主

力打造向海经济与沿边开放两大平

台，海南自贸港着力打造国际消费

旅游中心与国际港口枢纽中心。第

二，推进开放型产业园区建设。立足

于中泰（崇左）科技园、中马（钦州）

产业园等跨境合作的产业园区，以

此为契机增加北部湾城市群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

往来的渠道，共建高端产业聚集、科

教和资本富集的区域典范，带动商

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第三，完善

跨境电商虚拟开放平台建设。北部

湾城市群应统一研究出台跨境电子

商务规划意见，整合各市跨境电商

虚拟平台资源，建立统一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电商平台，培

育境内外电商示范性企业，培养中

高级复合型跨境电商人才。

（三）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

培育国际投资竞争新优势

北部湾城市群积极融入海南自

贸港与广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建

设中，以制度创新助力营商环境优

化，培育投资开放竞争新优势，促进

利用外资实际效益提升。第一，创新

推行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北部湾城

市群各市政府联合建立一体化政务

服务系统，实行“极简审批”制度，单

一窗口实现从投资服务、设立公司、

银行外汇、项目落地到企业服务、员

工生活等投资全链条，提供一站式

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第二，探索跨

境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贯彻落实

2020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在试验区开展扩大投资开放压力测

试，适时适度放宽科技金融、现代化

农业、先进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的

市场准入限制，主动承接绿色化工、

海洋开发等高新项目与产业，扩充

外资来源渠道与分布产业。第三，制

定向海开放招商引资政策。推动北

部湾城市群各类行业主体融入“陆

海新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产能富余的

机电制造业与石油天然气供应业参

与海外海洋工程建设，投资成立境

外濒海基地、国际海洋研究中心，建

立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促进机

制，培育国际投资竞争新优势。

（四）探索自贸试验区旅游新业

态模式，提升国际旅游品牌知名度

通过自贸试验区经贸合作先

行，大力推进北部湾城市群滨海、沿

边旅游服务业融合发展，为旅游对

外开放寻求瓶颈突破点。第一，建设

边境旅游试验区。立足北部湾城市

群在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定位，深耕

崇左片区与钦州港片区“两大实验

田”，建好中越德天 -板约瀑布跨境

旅游合作区和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

区，携手湛江、阳江、茂名三市倡导

发起“边境旅游联盟”，争取成立世

界上首个以东南亚边境旅游为主题

的国际旅游组织。第二，打造自贸试

验区国际旅游品牌。探索“跨境旅游

+试验区”“跨境旅游 +经济走廊”

先行先试模式品牌，积极举办各类

国际性活动，如丝绸之路旅游产品

博览会、中国 -东盟跨境旅游国际

合作论坛，打响“自贸试验区旅游目

的地”地理标识。第三，推进旅游开

放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出资兴建更

多高品质的特色民宿与酒店，以指

标考核要求境内旅行社加强与境外

旅行社合作，并且制定 51国游客

168小时入境免签、东南亚国家旅

行团 14天入境免签等便利商旅政

策，为跨境游客开辟“绿色通道”，提

升跨境旅游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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