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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25日，国务院印

发《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下称《若干意见》）。提出“赋

予综合保税区改革开放新使命”。

据此，2020年 4月 30日《综合保

税区发展绩效评估办法（试行）》

正式出台。连同已经出台的《综合

保税区审核设立指导意见（试

行）》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退出

管理工作规程》，共同构成综合保

税区实行闭环式管理的政策基础，

即审核设立—事中事后监督—退

出，拉开了转型升级现有综合保税

区、构建新型高质量综合保税区的

帷幕。

定义“高质量”综合保税区应

侧重以下三点：第一，侧重高质

量。区别于传统的囊括多种功能

的综合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高

质量”应该是根据区域特点在综

合性的基础上具有突出的特征

性，实现“区有所长”。第二，侧重

创新。高质量综合保税区要求供

给侧和消费侧的双向升级。以区

内便利的营商环境来激发创新创

造、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以供给侧

的绝对优势带动国内消费，同时

打造出口型开放经济。第三，侧重

探索。高质量综合保税区是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最高阶形式，应

当将包括政策体系、产业体系和

空间体系的探索放在突出地位，为

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坚实的实践

基础。

在新发展阶段，多重因素促进

了高质量综合保税区的构建。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促进“高水平开

放”，以“内循环”促“双循环”。具

体来说，“高水平开放”侧重外循

环，对标国际标准打造高水平开

放新高地，促进我国以更高姿态

参与、引领全球分工；“高质量发

展”侧重内循环，发挥地方比较优

势以释放内需、激发创新创造潜

力。第一，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为我国

打造了陆海双向开放局面，这一

局面需要综合保税区承担陆路枢

纽的角色。第二，国际市场的饱

和。综合保税区是连接国际国内

市场的纽带，扮演了承接对外开

放转向国内发展的重要角色。第

三，国内经济格局急需重塑。不甚

均衡的国内经济格局，需要利用综

合保税区的增长极作用进行重塑。

一、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

综合保税区的内在要求

（一）优化空间分布，以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上，

现有综合保税区呈现“全面覆盖，

区域不均”的分布特点。截至 2021

年 1月 25日，我国现存及已批复

建设的综合保税区共计 149个，分

布于 31个省、直辖市，几乎达到了

全国覆盖。其中，数华东地区综合

保税区数量最多，达 66个。其次是

华南地区 31个，西南地区 13个，

华北地区 14个，西北地区 13个以

及东北地区 8个。从区位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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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图片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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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南区域，同时华东地区的综合

保税区数量自海岸线向中部地区

有递减的趋势，东西部分布不协

调的问题极为突出。另外，综合保

税区在区域内的分布也极不平衡。

华东地区的 66个综合保税区中有

30个位于江苏省，13个位于山东

省。这说明，综合保税区虽然实现

了全国覆盖，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分

布缺乏平衡，东多西少，在单个区

域内的分布也不甚均匀。总的来

说，综合保税区扎堆于经济发展

较好区域，而忽略了相对欠发达的

区域。

《十四五规划（草案）》提出：优

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进一步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重要性。在畅通国内大循

环的要求下，我国经济发展对综

合保税区的职能要求也发生了变

化。除了进一步与沿海保税港区

对接，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和促进产业升级以外，还需

要担负起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以

达到区域平衡的目的。

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综合

保税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带

动作用，通过在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批建综合保税区，以平衡区域内

以及全国范围内综合保税区的分

布，从而达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的目的。

（二）优化产业链，促进产业与

消费双升级

“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应落

于“畅通”之上，即疏通我国经济

循环中生产、分配、消费等关键环

节的堵塞之处。《十四五规划（草

案）》提出：“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

动的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

循环。”“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

度，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

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我

国发展内循环的基础是我国国内

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在“畅通

国内大循环”的目标下，应当将优

化产业链、进一步激发内需作为重

点。我国现在的产业链层次与经

济发展程度相关联。欠发达地区

产业附加价值率低，处于产业链

上游链环。相应的发达地区承担

技术、经济含量较高的劳动，以高

产业附加值位居产业链下游链

环。同时，由于我国以往以参与国

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方式，使得

“引进模式”久居产业发展的主

流。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和产业虽

相对于国内处于顶端，但相较于技

术产业输出国，则处于中游。这在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端消费的外

流。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短缺→消

费升级→消费外流→产业升级缺

乏动力”的不良循环。

综合保税区作为将生产和消

费联结的区域，在优化产业链这

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高质量综

合保税区的构建，应当以充分利用

综合保税区所在地的区域比较优

势为基础，激发地区的生产、消费

活力。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综合保

税区，其内部产业结构和企业组

成应当因地制宜。以最大程度发

挥区域比较优势为宗旨，大大拉

低发展难度，降低产业链运行成

本的同时，让区域各显其长。通过

优化供给侧拉动消费，从而促进产

业和消费的双升级。

（三）着力区域科技创新，助力

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华大地悠久的历史和广袤

的疆土，决定了地域特征的多样

性。在为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多样

的方式和内容的同时，也为我国发

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先天性

的地域优势。这使得区域创新成

为我国创新体系中极其重要的部

分。有学者认为区域创新是“驱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突出矛盾和

问题的基础支撑。”

如图 1《2020年中国区域创新

能力评价报告》显示，广东和北京

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较

高，与江苏、上海和浙江共同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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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剩余省份与排名前五的省

份差异较大，呈现明显的东、中、

西差异，这与我国产业体系关系

巨大。我国长期作为世界加工厂，

第三产业内部也以货运流通为主。

这种对远洋运输和港口经济的依

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以区域

优势为基础的创新创造。

而综合保税区依区域而建，是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孕育创新的热

土。综合保税区内的企业享有我

国最多的优惠政策和最简化的经

营手续，为企业创新创造提供了

极其优越的环境。《若干意见》中

强调：根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综

合保税区的创新创造能力。在“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在延续

综合保税区的加工制造功能、仓

储功能以及运输功能的同时，应

当将发展的目光侧重于激发创新

创造上来。充分利用综合保税区

内极为优越的创新条件，着力于

科技创新和服务业发展，以优化

产业布局，助力我国发展现代化产

业体系。

（四）探索自由贸易区运行机

制，助力高水平开放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十四五阶

段的主要特区形式。新发展阶段，

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如何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

国”，充分统筹国内外市场、培育

新动能新优势是目前自贸区建设

的关键。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

主要是改革开放“试验田”，旨在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通常情况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

区内包含多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综合保税区是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创新发展的“先锋队”，

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发展的重

要策略，更是自由贸易区“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的关键核心，可以

说是联结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自

由贸易区的“纽带”（图 2）。高质量

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能够为我国建

设自由贸易区提供政策体系、产

业体系和空间体系等实践基础。

多个综合保税区的同时构建能够

快速得出可复制推广的普遍经验，

也能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区域。

在成熟的自由贸易区的基础

上，进一步开放探索，打造对标国

际标准的自由贸易港。党的十九

大明确要求“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港”。自由贸易港拥有开放程度极

高的自由贸易，此外还拥有投资自

由、资金流动自由、雇工自由、经

营自由、经营人员出入境自由等。

其自由程度是远远高于自由贸易

区的，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

高地。这也意味着必须有成熟的

自由贸易区作为支撑。所以说，建

设高质量综合保税区是为建设成

熟的自由贸易区探路，成熟的自

由贸易区能够为我国构建自由贸

易港提供坚实的基础，为我国高水

平开放提供“窗口”。

三、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

综合保税区构建路径

在“双循环”新发展阶段，建设

高质量综合保税区应当从完善政

策、升级产业功能体系、拓展创新

以及区域联动四个方面出发。整

合两个市场，深度对接国际自由贸

易区标准，形成以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综合保税区，

为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能够广泛

推广并兼具地区特色的建设经

验。

（一）全国一盘棋，实现区域

政策的整合及无缝衔接

“双循环”新发展阶段的高质

量综合保税区已经不单单是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最高形式，更多

是对国内资源的整合自用以及向

更高水平开放的探索，是统筹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特殊区域。同

时，综合保税区的区位分布也使得

图 2 综保区—海监区—自贸区相互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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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其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因地

制宜地考虑。所以高质量综合保

税区的政策首先应当对标国际标

准，起码应当以国际自由贸易区

标准为引导，逐步靠近。其次要积

极响应和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综

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要求，符合十四五

规划中对综合保税区发展提出的

目标建议。最终还应当结合综合

保税区所在地的区域特点和优势，

做好上位政策与地方政策的衔接

工作。国内外、中央和地方、城市

和产业三个维度的政策契合能够

较好地定位高质量综合保税区，

大幅度降低内循环成本，深化供

给侧改革和激发国内市场。同时

能够对标国际，优化营商环境，为

进一步开放发展构建基础、提供

经验。

（二）精耕细作，实现产业结

构与功能的转型升级

综合保税区采用分层次递进

式的产业功能体系。由总体功能、

服务、产业以及业务操作四个层次

组成。加工、物流和口岸为综合保

税区的总体功能，起着导向性的作

用。这三大功能可以细化为保税

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以及口

岸作业四项服务类型。其中，保税

物流包含仓储物流、国际采购、国

际配送；保税加工包含加工制造；

保税服务包含生产性服务贸易；

口岸作业包含口岸服务和集中检

查。即四项服务类型包含七种产

业类型，这七种产业类型又包含

了十几种业务操作。这种层层细

化的产业功能保证了综合保税区

的高效率运行。

高质量的综合保税区要承接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就需要更加

精细的产业功能区协调运行国内

外市场。统筹两种资源的同时，根

据综合保税区所在区位的优势，形

成侧重，应当特别注重衍生配套产

业的发展。以襄阳综合保税区为

例，综合保税区内的汽车加工制

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可以做到进一

步细化衍生。增加研发、检测、展

示、销售等，塑造依托于优势产

业、服务更为综合完善的高质量

综合保税区。

（三）拓展创新，实现以创新

促发展

《若干意见》在基本原则篇提

到“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文

中涉及三个方面的创新：产业结构

创新、监管创新以及制度创新。

在产业结构创新方面，《若干

意见》提出为区内用于研发创新、

产业技术创新、创新研发机构建

设以及医疗设备研发提供耗用核

销、免注册备案等政策支持，以最

大限度扫除研发创新过程的阻

碍，试图在综合保税区内为创新

创造提供最优质的环境。《若干意

见》提供的政策支持里缺乏与区外

市场对接的服务类创新，可参照迪

拜港，引进银行、法务等中介服

务，将区内的创新研发与区外的

市场联系起来，促进区外的资金

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助力综合保税

区内的创新研发。另一方面促进

区内产业与城市功能，使综合保

税区与其所在城市达成一种“产

城协同”发展的局面。

在监管模式创新方面，《若干

意见》提出依据产品属性指定查

验、检测方式，最大限度地加快查

验、检测速度，放宽入区条件。总

的来说，综合保税区的监管模式还

是采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

内自由”的总体思想。但在新发展

阶段，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实现综

合保税区之间流通顺畅，以及综合

保税区内外最大限度的流畅承接。

“二线管住”不代表将综合保税区

独立于区外区进行严格的管制，

可以划分监管等级，在综合保税

区与周边发展配套连接的区域采

取适当宽松的监管模式，促进综

合保税区外延产业链的发展，更好

地发挥综合保税区作为城市经济

增长极带动经济腹地共同发展的

作用。

在制度创新方面，“支持综合

保税区率先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

验区中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

的改革试点经验。”探索优质自由

贸易区的运营机制是新发展阶段

高质量综合保税区的构建目的之

一。仅仅复制推广已有的经验是

不够的，必须要发挥综合保税区

制度试验田的作用。以最新批复

设立的襄阳保税区为例，其依托

于襄阳自贸区设立，对于探索自

由贸易港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综合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形式之一，而自由贸易试

验区往往包含多种形式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在新发展阶段，综合

保税区作为两者相连的“纽带”，

在政策制度、产业功能及空间组

织上与自由贸易区紧密关联，为

自由贸易区“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提供了支撑。

（四）多方联动，实现保税区、

跨境综试区的融合发展

2020年 4月，《国务院关于同

意在雄安新区等 46个城市和地区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批复》发布，至此全国批复设立的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共 105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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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的综合保税区分布实

现高度重合。

《若干意见》将促进跨境电商

发展作为培育新动能新业态的重

要途径，通过跨境电商将综合保

税区打造成销售服务中心是构建

高质量综合保税区的手段之一。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之下，

实现综合保税区与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

在新发展阶段，应当将做好二者

间的政策互通与对接，利用“双区

叠加”的优势快速培育新业态、促

进高新企业的发展作为双区融合

的关键。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内沿用综合保税区发展的成功经

验，并协同综保区进行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为构建新时

代自由贸易区和推动中国跨境电

子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引领地

区开放发展，塑造我国经济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阶段，要求通过

高质量综合保税区继续发挥连接

国内外市场作用的同时，侧重于

国内经济循环的高效畅通。笔者

通过分析新发展阶段对构建高质

量综合保税区的要求，尝试性地

提出构建路径，希望能够给包含

襄阳市综合保税区在内已批建和

预备申报的综合保税区提供部分

规划、构建路径，助力“双循环”发

展格局行稳致远。另外，文中提及

高质量保税区为自由贸易区建设

提供实践经验，并认为成熟的自

由贸易区是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基

础。关于依托于自由贸易区而建

的综合保税区在自有贸易区极度

成熟之后该如何定位、自由贸易

区如何向自由贸易港转型升级等

问题在文中还未涉及，希望后续

能够以系列论文的方式做进一步

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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