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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所在城市CBD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 当CBD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时， 自由

贸易试验区政策将有利于促进CBD的发展； 当CBD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时， 两者可能形成一定的竞合关系。

笔者分析了上海、 广东、 天津和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所在城市CBD的关系， 发现总体表现出合作共赢的态

势，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为CBD提供了一些服务业开放创新的思路。 随着第三批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和建

设， 各个城市CBD服务业发展可以参考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扩大开放， 更好地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与CBD联动发

展， 引领城市经济开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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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红键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
对 CBD 发展的影响与展望

自2013年9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快速

发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2016年底，辽

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
四川省和陕西省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由

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对其所在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会给CBD等功能区带

来一定的影响。当CBD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

围内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将有利于促进

CBD的发展；当CBD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时，可能产生一些竞争。为此，笔者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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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近年

来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所在城市CBD的影响，以期为

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城市发展、CBD发展提

供借鉴。
一、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助力陆家嘴

CBD金融开放创新， 虹桥CBD快速崛起

2013年9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成立。2015年4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

试验区扩区。目前，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包括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陆家嘴金融片区、
世博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和金桥开发片区。

陆家嘴金融片区即陆家嘴CBD。在被纳入自由

贸易试验区范围之后，陆家嘴CBD紧抓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机

遇，推进各类金融创新业务落地，加快建设国际一

流金融城和CBD。陆家嘴CBD既是自由贸易试验区

扩大开放的试验区，也是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改创新

的核心承载地。
一方面，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扩大开放。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

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

致的市场准入方式。目前，经过三次修订完善，负

面清单由190条缩减到122条，大约90%的国民经济

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在扩大开放政

策引领下，截至2016年，陆家嘴片区已经入驻一批

金融、航运和贸易新兴服务业领域的项目。据统

计，在已落地的1800多个外资项目中，涵盖了世界

贸易组织划分的12个服务部门中的11个。与此同

时，外资审批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办理程序大幅

精简。
另一方面，以金融创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

2015年10月，央行牵头相关部门发布“金改40条”。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落实“金改40
条”意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一是建立了宏观审

慎管理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模式———创设了自由

贸易账户 （FT账户） 系统。目前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已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超过6.3万

个，业务涉及118个国家和地区、2.8万家境内外企

业，累计完成跨境结算逾10万亿元。自由贸易账户

业务带动了跨境理财产品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

施模式。结合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国家战略的实

施，通过扩大引进境外投资者，努力将上海打造成

全球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投资、交易与清算中心。
除此之外，在金融创新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鼓励

金融租赁企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专业的金融租

赁业务，并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保理业务。
总体来看，自2015年4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扩区涵盖陆家嘴片区以来，陆家嘴金融城

CBD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和主体承载

区的地位越来越突出。2015年，陆家嘴CBD实现税

收671.92亿元，同比增长19%。金融机构在陆家嘴

高度集聚，金融企业共计3.5万多家。其中持牌类

金融机构772家 （约占上海市的60%），银行类机构

224家，证券类机构338家，保险类机构209家，新

兴金融机构5000余家。陆家嘴CBD从业人员50万，

其中金融从业人员20余万。“金改40条”实施以

来，陆家嘴金融城集聚了一批国内领先的财富管理

机构。比如，上海公募基金占全国总量的40%以

上，其中大多集中在陆家嘴。私人银行业务部等各

大银行业务总部也正在向陆家嘴集聚。平安资产管

理、太平洋资产管理等6家保险资管公司也都在陆

家嘴区域内经营，管理资产规模超过3.2亿元人民

币，占全国的40%以上。
除了显著的金融特征之外，陆家嘴CBD的总部

经济和楼宇经济的体量也较大。陆家嘴CBD的跨国

公司总部占上海市近1/5，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达

300多家，其中经商务部门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90家、区级总部27家；陆家嘴CBD已建成各类商

办楼宇237幢，办公面积约1221万平方米，其中包

括90幢亿元楼 （税收总量）、12幢十亿元楼。
上海虹桥CBD不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范围内。在陆家嘴CBD金融功能快速发展的同

时，虹桥CBD的商贸功能快速提升，通过功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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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快速发展。由于起步较晚，虹桥CBD具有较

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和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第

一，虹桥CBD发展空间较大。据相关规划资料，随

着虹桥交通枢纽的建设，“大虹桥”范围内将形成

近2000万平方米的商务建筑面积。近期来看，两年

内虹桥商务区的商务建筑面积将有300万平方米，

这一体量相当于13座 （陆家嘴） 环球金融中心。第

二，较大的发展空间使虹桥CBD可以配套综合功

能。相对于以办公为主的陆家嘴CBD来说，虹桥

CBD由于发展空间较大，医疗、教育、休闲等方面

的配套均比较齐全且已经基本成型。这使得大虹桥

有别于其他CBD，能够承载长三角城市群给予上海

城市发展的叠加效应。第三，交通枢纽功能提升了

虹桥CBD地位。虹桥将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综合交通

枢纽。根据上海虹桥CBD的“十三五”规划，未来

五年虹桥商务区将规划建设32条道路，包括13条高

快速路、10条跨区道路、9条区内主要道路。建成

后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1小时内到达长三

角各重要城市，2小时～5小时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及

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城市。在各类优势叠加的情况

下，以商贸为核心的虹桥CBD正处在高速发展阶

段。大虹桥商圈已经入驻大量商贸企业的总部或地

区总部；与此同时，大型商业中心在大虹桥集中开

业，其中包括中海地产等多公司联合开发的上海西

环中心、万科广场系购物中心七宝万科广场等。目

前，大虹桥朝着集会展、商务、商贸为一体的国际

化中心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促进了陆家嘴CBD金融创新和

开放发展。与此同时，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

城市群发展战略机遇，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虹

桥CBD，通过合理的分工和定位，交通枢纽地位日

益凸显，商贸、物流、会展等功能快速提升。
二、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城市CBD合作共

赢， 提升珠三角国际化水平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 （广东） 自

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正式挂牌成立。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片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总面积

116.2平方公里。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建设，导致一些CBD中的企业向自由贸易试验区迁

移，但得到更多的是联动发展的好处。

（一） 南沙片区与天河CBD联动发展

受政策优惠影响，部分CBD的企业向自由贸易

试验区迁移。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对天

河CBD的融资租赁、仓储、物流以及贸易类的公司

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另外，中国 （广东） 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都有15%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以及一些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广

州南沙没有。因此，由于税收方面的优惠，前海蛇

口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天河CBD的影响较大。比如，

天河区有一家税收贡献较高的企业把注册地迁到前

海，税收有一半交到前海，但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办

公场地依然在天河。
天河CBD具有推广、复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

的基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影响下，天河

CBD具有较好的条件探索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动

发展。第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河CBD集聚了大

量国内外企业的华南区总部，具有强烈的政策改革

诉求。第二，天河CBD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成

效显著，这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很多内容是相通

的。第三，天河CBD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已经非常

成功。从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来说，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紧密相关，而且涵

盖了多个领域。天河CBD可以抓住商事登记改革试

点、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建设等政策试点优势，积

极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

（二） 前海片区与深圳城区融合发展

前海片区在深港合作、自贸制度创新、新城建

设和金融产业聚集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多

项指标名列全国前列，并与宝安、南山、福田形成

联动作用，开启了新一轮发展的局面。2016年，前

海蛇口片区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

一。全年注册企业实现增加值1416亿元，实现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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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3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88.73亿元，

均同比增长40%左右；合同及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

547.67亿美元 （商务部系统口径） 和38.03亿美元，

同比增长151.5%和70.6%，分列全国自由贸易试验

区第一和第二位。
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福田的金融业、外向型

产业和外资利用注入了新的活力。前海与福田区表

现出显著的共赢局面。一方面，前海释放的政策红

利将带动福田的发展。部分福田的企业或者其部分

职能部门迁往前海，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有利

于将前海的政策优势和国际化资源引入福田。福田

保税区是前海大平台里面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正探

索建立深港物流消费中心，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前海的相关政策落地。另一方面，福田在教育、医

疗及交通等公共设施等配套方面更具优势，能够与

前海实现互补发展。
南山拥有“特区+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三

区叠加的战略优势，可以积极承接前海外溢效应，

利用前海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优质资本和高端人

才集聚南山。深圳“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南山和前

海发展成为新的市级中心。前海的发展离不开南山

区的支持。目前，南山区与前海正尝试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加强互动对接和交流，协调相关战略机

制，并在解决前海片区交通拥堵和加强前海片区安

全生产等方面加强合作。
宝安中心区紧挨前海地理横轴，具有较好的合

作基础。宝安地处亚太主航道，是湾区经济核心

区，将依托空港海港，立足产业优势，主动融入湾

区经济大战略，构建现代湾区经济产业形态。宝安

中心区依托紧邻前海的地理优势，着力加快与前海

的衔接和融合，积极推进一体化。双方将继续发挥

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形成对接平台，及时推动相

关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路网开发建设方面要形成

统一的综合规划。
（三） 横琴片区与珠海十字门CBD一体化

自2015年4月挂牌以来，横琴片区便开始快速

增长。2016年，横琴片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4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46.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45.08亿元，实际吸收外资直接投资5.23亿美元，

均同比增长20%左右。目前，片区企业约2.7万家，

已经引进和在谈的世界500强企业60多家，国内500
强企业近100家。横琴片区全面落实“双自联动”
战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势

互动，加快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集聚。横

琴片区2016年共推行40余项改革创新举措，极大改

善了营商环境。2017年1月，横琴自贸片区在第六

届中国投资者大会上获得“最具投资价值奖”，成

为唯一获此奖项的自贸片区。
珠海十字门CBD与横琴片区实现了一体化。根

据2016年《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湾仔） 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湾仔）

与横琴片区商务区共同构成组合式综合性的CBD。
从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个片区与相

应CBD的发展来看，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引起了一

些企业迁移，但更多的是合作共赢。广州天河CBD
与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工和联

动发展；深圳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前海CBD自成

一体，并与深圳全市及各区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发

展；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十字门CBD积极推

进一体化共建综合性中央商务区，共同打造珠海新

增长极。
三、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推进滨海新区

CBD快速增长， 河西CBD稳步发展

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5年4月正

式挂牌成立，包括天津港东疆片区、天津机场片区

及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区域总面积119.9平方

公里。
滨海新区CBD在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

范围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促进了滨海新区CBD
经济总量增长和整体经济实力提升。2016年，滨海

新区CBD生产总值达到310亿，实现连续两年翻番，

为地区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财政

总收入90.69亿元，是2014年的2.5倍；固定资产投

资272亿元，比2014年增长43%；内联引资17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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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2014年增长28%；商品销售额432.4亿元，

是2014年7.9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23亿元，

是2014年的3.2倍。滨海新区CBD积极推进招商引

资，主要推出了资金补助、税收优惠和人才引进三

大类招商引资政策。总部经济、金融机构、研发机

构、众创空间、重点科技企业、重点专业服务机

构、大型商业企业以及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可获一

次性资金补助。各类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的重点企业 （机构） 和项目，均可享受一定比例的

税收优惠和用房补贴。CBD设立了重点产业发展基

金、金融创新奖励基金、中小微企业贷款补偿金等

专项基金，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和重点项目给予扶

持。入区工作人才可享受所得税补贴和购房、租房

补贴，通过“绿色通道”解决随迁家属落户、入

学、就业等重点问题。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和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引导下，高端优质业态加速向滨海

新区CBD聚集，区内企业总数超过1.75万家。
除了滨海新区CBD之外，天津主城区还有河西

CBD，不在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
河西CBD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滨海新区CBD的竞争，

但是，由于其坚实的发展基础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河西CBD稳步发展。2016年，天津河西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835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长9.3%；实

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8.86亿元，近五年按可比

口径年均增长22.5%；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900
亿元，年均增长26.5%。金融企业集聚水平居全市

前 列 ， 总 部 型 及 地 区 总 部 型 内 资 银 行 占 全 市

57.5%。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

发展，引进猎聘网北方总部、航天科工二院先进激

光技术应用实验室等一批知名企业和项目。截至

2016年，河西CBD集聚科技型企业3290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14个，建成市级以上众创空间11家，科技

进步水平在中心城区持续领先，陈塘科技商务区获

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西区商务楼宇129座，

总建筑面积486万平方米，商务面积343万平方米。
其中，年纳税超亿元楼宇达37座，超10亿元楼宇4
座。同时，河西CBD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引进京、冀企业323家，总投资额526亿元。
可见，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覆盖

了滨海新区CBD，因而促进了滨海新区CBD的发

展，同时对河西CBD产生了一定的竞争。由于河西

CBD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的推进以及相应的产业优惠政策，河西CBD依

然实现了稳步发展。
四、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提升五四 路

CBD价值， 促进厦门CBD金融开放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 （福建） 自

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正式挂牌成立，旨在进

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

验区包括平潭片区、厦门片区、福州片区。由于平

潭县并没有成熟的中央商务区，因而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对CBD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

福州CBD和厦门CBD的促进作用。
福建位于海峡西岸，连接着长三角和珠三角，

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

效显著。根据工商企业注册系统，从自由贸易试验

区挂牌至2016年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增内外

资企业48550家，注册资本9447.72亿元人民币，比

之前分别增长了146.71%和158.01%。其中，新增

内资企业45998家，注册资本8067.27亿元人民币，

分 别 增 长 了147.85%和159.23%； 新 增 外 资 企 业

2552家，注册资本1380.45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

127.86%和151.11%。
福州五四路CBD位于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

验区福州片区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提高了五四

路CBD的商业价值。五四路路段是福州市的传统中

央商务区，为福州市中心主干道。作为福州的“轴

线”，五四路CBD一直都是福州市的金融中心、外

贸中心、餐饮住宿购物中心，同时还有环球广场、
信和广场、有氧公园等公共休闲空间和相对优越的

医疗配套。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影响下，世界

500强企业、国际金融企业等高端商务加快入驻，

有效推动了福州商务功能升级，作为福州最成熟和

最具代表性的CBD，五四路CBD迎来了重大的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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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厦门金融中心 （CBD） 位于中国 （福建） 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中，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促进

了厦门金融开放创新发展。第一，受益于自由贸易

试验区政策，厦门片区 （厦门金融中心） 率先建立

了独具厦门特色的跨海峡人民币代理清算群。据统

计，截至2015年底，有72对厦门和境外银行机构签

订了人民币代理清算协议。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平安银行已经率先在厦门设立了“两岸人

民币清算中心”。第二，厦门片区率先探索资产证

券化。2015年11月，厦门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厦门辖区首单信贷资产支持证

券。该项业务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金融机构拓宽

资产运用渠道、推进金融创新具有示范意义。同

时，厦门农商银行还在探索设立厦门自贸试验银

行。第三，在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方面，厦

门片区也制定了相关举措支持区内企业，积极为区

内企业办理相关业务。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

融支持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

见》的发布，区内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政

策进一步优化。同时，伴随金融开放创新发展，

2016年，厦门引进金融企业、类金融企业和投资公

司3400余家，跨境电商货值增长40%，文化保税等

新兴业态加快发展。
由此可见，在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由于福州片区与厦门片区基本都包含了相应的

CBD，因而对相应的CBD的发展均起到了较好的促

进作用。其中，福州片区提升了五四路CBD的商业

价值，厦门片区则促进了厦门金融中心的金融开放

创新发展。
五、 展望：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CBD共同引领城

市经济开放升级

自2013年9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成立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快速发展，积累

了一些成功经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CBD在促进城

市发展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合作共赢态势。对于自由

贸易试验区涵盖的城市CBD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

政策明显提升了CBD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对金融开

放创新、企业跨国经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比如上海陆家嘴CBD、深圳前海CBD、厦门金

融中心、滨海新区CBD等。对于没有被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涵盖的城市CBD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对

城市CBD产生了一定的竞争作用，但也通过优化城

市整体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示范等，实现了与城

市CBD的联动发展、分工合作共赢，比如，上海虹

桥CBD、广州天河CBD和天津河西CBD等。

2016年底，在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试点的

基础之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范

围，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郑州、武汉、
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CBD发展将面临自由贸

易试验区政策较大的影响。在复制推广四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政策基础上，要积极总结四个城市自由贸

易试验区与CBD竞合的经验，共同引领城市经济开

放发展和转型升级。对于CBD来说，无论是否划定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CBD均可以参考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政策，积极创新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

促进CBD服务业开放创新发展。同时，CBD和自由

贸易试验区可以在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方面实现分

工，共同推进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共同引领

城市经济开放创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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