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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自贸区

2021年两会上提出，“十四五”

时期，要大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数字化发展，促进海南数字产业走

深向实。借助“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政策优势、市场腹地扩大经济

优势以及独立天然离岛区位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应势而

动、拔节有声。2020年 12月，海南

省委书记刘赐贵指出，海南自由贸

易港每年仅生态软件园、复兴城两

项数字经济产业项目可贡献产值

超 1000亿元。2021年 3月，中国首

届数字经济与新消费（博鳌）论坛

启动大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

书长何丕洁表示，海南将逐步建构

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数字

经济发展模式，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但受限于

诸多客观因素，海南自由贸易港数

字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现实困境。

探究如何凭借创新路径化“危”为

“机”，推进海南数字经济发展“稳

中提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

现实价值。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

济发展优势

（一）顶层规划设计，政策高度

集成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

既体现在宏观的顶层设计，也体现

在微观的政策落地。从顶层设计来

看，2020年 6月 1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指出，要以数据信息为基

石，在海南自贸港建构新型数字经

济产业，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其中，海南自贸港规划了 11个

重点建设园区、制定了 39条指导

方针，旨在落实数字经济发展先行

先试，为港内数字产业深化改革提

供政策保障。从政策落地来看，

2020年 10月 9日，海南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自由

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

围绕“五自由一有序”开展创新落

实工作，制定 18项行动、60项任务

清单，旨在全方位、高层次、强有力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从科学顶层设

计到政策高效落地，多层面的有力

协同体现出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

发展中高度集成的政策优势。

（二）区域市场开放，经济腹地

扩大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经

济汇入世界经济的入海口、国家对

外开放经济特区的前沿，在中国数

字经济融入国际经贸新格局过程

中一直走在第一线。海南自贸港在

多年实践中不断将数字经济市场

对外开放推向纵深，这一举措有力

推动区域数字经济腹地大幅扩展

延伸，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市

场利好。一是跨境贸易市场开放。

自贸港深度落实“零关税”，弱化跨

境电商商品与服务贸易限制。据海

南自贸港发布官方数据显示，2020

年，海口海关共审批通过跨境数字

保税进口申报单 125.5万单，显著

推动数字经济良性增长。在区域市

场开放推动下，2020年海南跨境数

字零售进口额达 5.26亿元，同比

增长 7.53倍。二是数据生产要素

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是

当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心

所在，也是海南自贸港在数字经济

领域先行先试的重点方向。海南有

序扩大通信资源共享和数据业务

开放，对增值电信业务进行拓展，

逐步取消对外资股比等限制。且自

贸港内针对基础电信领域布局全

球网络数据交互试点，设立国际通

信出入口局，显著促进各类数据生

产要素市场合理开放，助推数字经

济发展。据海南省通信管理局数

据，2020年 1-12月，海南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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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电信通讯数字经济产业总营收

高达 107.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领先于国内绝大多数省份。

（三）地理单元独立，经济风险

可控

经济风险防控对于实施环境

封闭性存在一定要求。海南岛与内

地大陆之间横亘琼州海峡，形成天

然离岛。这一地缘特性极大降低了

经济政策落地风险，为区域“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独有经

济体制实施提供现实土壤。首先，

离岛优势有利于大力发展离岸金

融。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是离岸

金融结算的重要手段，在交易结算

中可与境外实现无界融通，为发展

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交易结算与国

际投融资汇兑服务。据相关信息显

示，自 2019年 1月海南自由贸易

FT账户金融流转体系投入运营以

来，截至 2020年 1月，FT账户共开

立主业务账户 1.21万户，经由 FT

账户渠道流转的资金总额已达

138.24亿元。其中，跨境收支共计

85.07亿元。其次，独立地理单元有

利于跨境数据交易。海南离岛优势

可促使其脱离内地传统数据管理

模式桎梏，逐步布局国际数据流通

节点，盘活各类数据资源，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资

源助力。从 2020年至今，阿里、京

东、腾讯等数字经济巨头纷纷进驻

海南，借力其离岛优势布局跨境数

据交易，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奠定

现实基础。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

济发展面临的困厄

（一）宽带网络传输速度缓慢，

5G基建推进滞后

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而言，海

南自贸港宽带传输较慢，5G布局较

为滞后，对于跨境通讯造成掣肘。

一方面，海南自贸区宽带网络传输

速度较慢。据英国 Cable.co.uk发

布的 2019年全球宽带速度报告，

截至 2019 年，中国台湾以高达

85Mbit/s的宽带传输速率问鼎全

球；新加坡以超过 70Mbit/s的宽

带在线平均下载速率位居世界第

二。与此相较，海南自贸港网络速

度较慢，加大了区域与各国间的数

据互联互通。据《中国宽带速率状

况报告（2019年 Q2）》统计，海南宽

带下载速率平均为 31.88Mbit/s。

在此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在与国际

各国开展数字经济贸易时，极易因

网络限制，导致双边及多边信息交

流受阻。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 5G

基础设施推进较为滞后。截至 2020

年 7月，海南共建成 5G通讯基站

2100余座；而在同一时期，深圳地

区已完成 4.5万座 5G 基站建设。

不难发现，海南自贸港 5G基建布

局较为滞后，导致跨区域数据流动

屡陷困境，逐渐成为海南数字经济

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二）国际竞争力较低，数字贸

易壁垒林立

海南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内

部国际竞争力较弱、外部国际市场

壁垒林立的“内忧外患”。一方面，

当前国内数字经济企业经营水平

相对薄弱，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格

局中，中国竞争力较低（图 1）。这一

问题推及海南自贸港，其在数字经

济领域迄今没有涌现出具有强大

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这使得自

贸港在全球数字经济布局中缺乏

足够话语权。且截至 2021年初，海

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 838

家。但较之于国际其他区域，海南

自贸港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数量

不足其他区域的 1/20。这导致海南

自贸港在参与国际数字经济竞争

实践中，缺乏大量支撑企业，降低

了自身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的

竞争力。另一方面，国际数字贸易

壁垒林立对海南自贸区数字企业

经营造成诸多限制。例如，华为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通讯企业巨擘，

对海南数字经济产业走向影响颇

深。2019年美国政府对华为提起诉

讼，封禁相关技术产品进入美国电

图 1 2019年全球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

数据来源：《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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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讯系统，并且要求其“盟友”国

家禁用华为硬件设施，致使欧美通

讯供应链相关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诸如此类贸易制裁问题的存在，使

得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受限。

（三）跨境流动规则薄弱，行业

监管机制较弱

受制于跨境数据流动与行业

内部监管双重规制的匮乏，海南自

贸港数字经济示范逐利行为频发，

阻滞了区域数字经济的平稳规范

发展。第一，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缺

失。当前全球数据规制领域所通行

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以美国、俄

罗斯、欧盟制定三种规制措施为

主。而中国并未针对海南自贸港跨

境数据流动出台针对性监管机制，

致使自贸港内国际交易中跨境数

据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例如，2020

年 9月，海南省公安厅侦破一起跨

境互联网数据诈骗案，牵涉范围囊

括新加坡、泰国等诸多国家与地

区，涉案金额流水总计已逾 5000

余万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缺

失，导致数字经济产业案件缺乏针

对性法律依托，自贸港数字经济发

展面临跨境规制匮乏的困厄。第

二，行业内部监管机制匮乏。目前，

海南尚未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出台

针对性内部监管机制，导致诸多侵

权纠纷问题进一步凸显。据相关信

息显示，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海口中院所受理的数字经济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多达 1686件。其

中，著作权案占 80.49%，商标侵权

占 10.32%，专利侵权占 5.87%。数

字经济产业监管机制的不完善造

成企业经营失范行为频发，影响海

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产业的规

范、有序发展。

（四）外资吸纳利用匮乏，产业

金融支持不足

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外资利用

率走低。从外资吸纳额度来看，

2012-2018年海南自贸港吸引外资

项目总数为 604个，实际利用外资

804.3亿元。2020年有 1005家外

商投资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完

成工商注册，实际使用外资 194.7

亿元。这一数据不仅与深圳、广州

等开放前沿试点城市差距较大，甚

至远低于苏州、宁波、武汉与成都

等地处内陆的二线城市。以苏州为

例，据苏州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

示，2020年 1～4月，苏州市引入

336个外商投资项目，吸纳新增注

册外资达 398.4亿元，实际利用外

资 341.9亿元。从外资投入产业来

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外资利用的主

要流向为房地产行业，整体产业投

入存在较大失衡现象。据统计，海

南自由贸易港房地产行业外资投

入占外资投入总额高达 76. 63%，

制造业却仅占 16.52%。在与数字经

济产业相关的计算机系统、应用软

件服务、信息传输技术、科研项目

和金融服务等产业中，外资投入占

比仅为 0.62%。另一方面，海南自贸

港金融支持乏力。尽管独立离岛区

位为港内离岸金融发展提供利好，

FT账户实践为国际结算带来便利，

但海南自贸港的金融发展仍处较

低水平，不足以为数字经济企业发

展提供有力资金支撑。2018年，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金融及其衍生产

业的经济增加值仅为 309亿元，被

上海、深圳等内地金融前沿城市分

别以 5000 余亿元及 3000 余亿元

的悬殊差距遥遥甩开。且截至 2019

年，海南自贸港已有 6家企业由于

融资问题不得不退市摘牌。受此影

响，诸多市场主体对于当地数字经

济企业的投资意愿逐步降低，使得

本土企业融资与经营难度显著增

加，极不利于产业发展。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

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一）依托财税营商新政，培植

本土“数字经济巨擘”

财税政策作为营商环境的关

键一环，在数字经济企业的孵化与

培植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海南自

贸港应“以新政促营商”，依托于减

税、免税与退税等一系列新型税收

政策，采取新政倾斜与新型政务平

台应用等方式，为本土数字企业提

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宏观而言，

2020年 6月，《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海南自贸港将按照零关税、低税

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

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海南自贸港应

充分利用自身宏观政策利好，在数

字经济产业财税实践中进行新政

倾斜。除对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

讯）等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继续推行

税收优惠外，政府还应尝试为自贸

港内的数字企业提供新的财税支

持，降低数字经济行业内的企业准

入门槛与经营负担。从微观而言，

2020年 10月，中共海南省委办公

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海南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2020—2021年)》，提出推进“一

网”办税，实现逾 90%涉税服务网上

办理，探索深化区块链技术在区域

税务征缴工作中的实践。海南政府

应深化应用“一网”办税平台，以高

自由、低成本的财税征缴服务为数

字经济企业营建良好的孵化环境，

培植企业竞争优势，打造一批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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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布局世界的数字经济巨擘。

（二）技术赋能“数字石油”，释

放公共数据“新红利”

2021年两会中，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

勇提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

应以技术赋能数据通讯基建，构建

与之相适应的网络配置机制。一方

面，海南自贸港应通过 5G技术挖

掘“数字石油”。海南应落实 5G移

动通信网络建设、信息传输安全保

障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持续推动 5G

产业链各要素技术研发与投产落

地，大力推进基础电信企业独立组

网，建构高质量、高效能、低成本的

5G应用网络，持续赋能“数字石

油”。且在这一过程中，海南应加强

5G基站设备迭代优化，推动骨干网

向城域网的无界延伸，以“数字石

油”建构“数字中国”、“无线城市”。

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应通过推动

工业级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升级开

发“数字石油”。自贸港应提升主干

网络整体承载能力，对区域互联网

骨干网进行扁平化改造，在长途网

引入单波长达 40Gbps 的 DWDM 传

输系统，使区域网络的综合传输力

得到提升，通过“数字石油”的发掘

与应用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

坚实技术助力。

（三）立体对接 CPTPP 协定，

融入国际合作“新规则”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作为国际主流数

字经济协定，是数字经济国际规则

的重心所在。2020年 11月 20日，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表示，中方

将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针对自贸港数字

经济发展遭遇数字壁垒，且缺乏国

际竞争力的困境，海南应积极推进

CPTPP协定，立体对接国际数字经

济规则。第一，借力海南自贸港独

有的战略地位与开放的经济体系，

积极与 CPTPP中前沿数字经济体

展开立体对接。通过各经济体之间

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规则商洽，

推动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

数字经济协同增长。这有利于采取

合规性规则应用规避国际数字贸

易壁垒，以规则融入强化海南数字

经济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二，利

用自贸港地理单元独立、经济风险

易控的天然优势，在 CPTPP规则下

建立多方协同、多元架构的立体化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并借助这

一战略支点打造立体国际合作数

字经济圈。且相关政府应通过合理

协商，以 CPTPP协定为载体，推进

建构跨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升

信息资源国际融通的安全性、有序

性与规范性，促使海南自贸港有机

融入国际合作协同格局。

（四）加快落实“封关运作”，建

构数字经济监管“新链条”

2020年 1月，海南省省长冯飞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十四

五”时期海南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

港“封关运作”政策制度体系，争取

2023年前具备封关硬件条件、2024

年前完成封关各项准备。海南自贸

港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快落实“封关

运作”，及早弥合数字经济范畴的

法律真空，建构高效落地的多部门

协同、全流程闭环数字经济监管链

条。一是“封关运作”的立法规制。

海南省人大应制定适应于自贸港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针对性法律

制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建构顶层监

管设计与法制保障，减少该领域对

国家宏观上位法的依赖。二是“封

关运作”的执法实践。海口海关作

为中国海关总署直属的边境机关，

应深化“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数字

经济保税监管体系改革，依托海关

总署“云擎”平台开展数字经济大

数据模型建设，精准防控跨境数字

业务风险。且海关应推动物联网技

术与保税孵化、数字物流减免税等

监管实践相结合，深化 5G、AI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

管领域的实践，以“封关运作”推动

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平稳有序发

展。

（五）形塑“以商招商”路径，实

现境外资金“新虹吸”

为使数字经济发展拥有更强

大的资金支撑，海南应以“以商招

商”的路径健全第三方招商引资机

制。一方面，应打造具有“虹吸力”

的跨境产业链、国际价值链。在吸

引外资的过程中，海南自贸港应对

综合竞争力可观的旗舰经济体、垂

直细分领域的行业“领头羊”、高新

产业“独角兽”进行重点关注、重点

扶持。应使外资企业与资金投入实

现“引来一个、扎根一个；形成示

范、带动一片”的良性格局，吸纳更

多关联领域的境外资本对海南数

字经济产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

应借力港澳台开展招商引资。海南

自贸港应借力地区与港澳台资源

融通平台，以琼籍人士的海外资源

为契机，开展数字经济项目推介会

与境外资金资源吸纳展，吸收全球

客商赴琼投资兴业。综上，双重举

措的“以商招商”之下，海南自贸港

可以大幅提升外资吸纳水平与外

资利用质量，实现对于境外资金的

“新虹吸”，以资金支持为海南数字

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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