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贸片区挂牌 5 周年，平均 2.8 天诞生一
项制度创新成果 

南沙是怎么做到的？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4 月 23 日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0-

04/23/content_7879692.htm 

“我们的生产基地遍布全球，产品销往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球溯源体系让‘商品说话’，确保真品溯源，对我

们维护知识产权，打击仿冒伪劣有很大帮助。”美赞臣营

养品（中国）有限公司供应链服务总监邹彤说。作为首批

响应全球溯源体系的企业，其深切体会到南沙自贸片区制

度创新带来的便利。 

    4 月 21 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新区片

区挂牌五周年重大制度创新成果专题发布会（下称“发布

会”）召开。挂牌 5 周年，南沙自贸片区累计形成 658 项

制度创新成果，平均 2.8 天就推出一项制度创新成果。 

    其中，42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04 项在全省复制推广，

196 项在全市推广实施。“跨境电商监管新模式”“企业专

属网页政务服务模式”“智能化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平

台”三项创新经验入选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 

    衔接国际通行规则 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占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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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企业、居民“足不出户”即可投资落户南沙。去年

10 月 18 日，澳门企业代表拿到了国内首张离岸自助打印的

广州南沙自贸试验区营业执照。商事服务“跨境通”（澳

门）通过在澳门安装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助发照终

端，“刷脸”即可自助打印营业执照，为澳门和葡语系国

家企业和居民投资南沙提供便利。 

    “‘一口受理’窗口几个小时就能办完公司商事登记事

宜。”作为广深港高铁开通后首批乘坐高铁来南沙注册公

司的港澳创业青年成员之一，广州燕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赖家智为“南沙速度”点赞。 

    这是南沙制度创新的缩影。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资管理

体制，比肩全球营商环境最优水平，南沙实施“一口受理

6+X”企业开办模式，实现最快 10 分钟办理营业执照。在

658 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投资便利化改革占比达 16%。 

    衔接国际通行规则，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五年

来，南沙自贸片区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成效显著，投

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占 5 周年制度创新成果 43%，接近 283

项。 

    在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

运输工具和舱单申报使用率均达 100%；建成“线上海关”

样板间；擦亮全球溯源体系、全球优品分拨中心等多个金

字招牌……南沙累计形成 180 项改革创新成果，其中 40 项

为全国首创。 



    从营商环境模拟排名可以一窥南沙营商环境的优化成

效。《南沙区 2019 年度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2019 年

南沙区营商环境模拟世行排名为 24 名，比 2018 年上升 5

名。 

    在挂牌 5 周年之际，南沙自我加码，印发实施《深化营

商环境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全面推行商事登记确认

制，建立企业合格假定监管示范区；推行“容缺受理”，

实现开办企业 1 个环节 0.5 天内完成……写下南沙未来 3

年营商环境任务书。 

    五年来，南沙自贸片区以开放倒逼改革，向改革要动

力，向改革要红利，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创新红利持续溢

出，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2014 年至 2019 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由 1026 亿元提

高至 1683 亿元，年均增长 10.4%；注册企业由 8400 户增加

到 12.4 万户，年均增长 71.4%；实际利用外资由 10.04 亿

美元提高至 18.6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3.2%；累计引进 172

个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 

    深化“放管服”改革 70%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零跑动” 

    “企业和群众办理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时，无需再到区

内相关单位开具证明，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和群众跑动次

数。”4 月 16 日，南沙提出将打造“无证明自贸区”。 

    各类“奇葩”证明是不少企业和个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的“拦路虎”。在全面清理证明事项的基础上，南沙通过



直接取消、数据查询、部门核验、告知承诺并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等四种方式分类实施改革，目前已取消涉及 12 个部

门 82 项材料的证明事项。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五年来，南沙“放管服”改

革取得新进展新突破，70%政务服务事项（1283 项）实现

“零跑动”。 

    以微信“e 税行”为例，“纳税人点开微信就能实现超

过 90%的业务办理，免预约、免跑动、免排队。”南沙区税

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也为政务服务便利化提供助力。 

    今年起，南沙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电子发票和区块链电

子发票，实现出口退税 3 日内办结，增值税一般退税 1 天

办结。 

    群众办事更方便了，服务监管压力后移到了政府部门。

如何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质

量？南沙全国首推区一级全域“一支队伍管执法”，破题

市场主体疲于应付多头执法等痛点问题。 

    一支队伍管执法——将 13 个部门 21 个执法领域的

4546 项行政执法事项整合由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执法主

体减少 92%；一个口子对市场——案件线索一口受理、一口

答复、一口交办，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政府

部门来一次就能检查多项工作，我们也不用疲于应付检

查，有更多精力专注研发生产。”一家制造企业坦言。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直以来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堵

点。在此方面，南沙率先找到了突破口。 

    2019 年初，广州丰泰精密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明

感受到了全国首个“交地即开工”项目的速度。一年后，

南沙推出交地即开工 2.0 版。 

    “通过容缺审批、‘三取消、三压缩、一帮办’等措

施，试行先建后验。”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介绍，

目前，广汽丰田第四生产线、第五生产线，恒大纯电动汽

车、国际数据传输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节点项目等

一批省市重点项目已成功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业务。 

    以企业需求和群众获得感为导向，提升制度创新针对

性、实效性，南沙正构建以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的

政府服务管理体系。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推出 342 项湾区通办事

项 

    在南沙区政务服务大厅的全国首个大湾区国际人才一站

式服务窗口，云从科技集团副总裁张立成功办理了南沙区

高层次人才工作的认定。“以前要跑多个部门咨询办理，

现在一个窗口就能搞定。” 

    去年 6 月 28 日揭牌的大湾区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

是南沙服务国际人才、加大国际人才引入力度推出的创新



举措，一窗就能实现人才落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高

端领军人才认定等 93 项服务一站式咨询办理。 

    自贸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是制度创新的试验

田。南沙自贸片区率先探索与港澳经贸规则对接，带动提

升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建立以推动规则相互衔接为

重点的对外交流合作新格局。 

    高铁飞驰、地铁穿行、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庆盛综合

交通枢纽雏形初显。2 月 12 日，庆盛枢纽站场综合体项目

作为广州市首个试行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试点项目，

带动香港优秀建筑人才参与南沙自贸片区开发建设。 

    深化与港澳合作创新，南沙自贸片区累计形成 41 项创

新成果，编制实施首批 26 条与港澳规则衔接工作清单，推

出 342 项湾区通办事项。 

    目前，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南沙大桥

建成通车，深中通道等项目加快建设，庆盛高铁站、南沙

客运港班次加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重大项目动工

建设。 

    以高质量法律服务助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南沙已初步

构建起多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和粤港澳司法规则衔接体

系。 

    去年 2 月 19 日，全国首个试点聘任港澳籍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员项目落地南沙。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暨“一带一



路”法律服务集聚区已集聚中国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 30 家

法律服务机构。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在加速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

前，南沙累计落户金融和类金融企业 6526 家，比自贸区挂

牌前增加 52 倍。累计完成 134 架飞机和 64 艘船舶租赁业

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地区最大飞机船舶租赁集聚区。 

    ■专家观点 

    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 

    打造闭环式“环自贸试验区创新带” 

    “根据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南沙自贸片区制度创新总体得

分连续三年名列前茅，其中贸易便利化指数连续排名全国

第一。”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

表示，南沙自贸片区在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过程

中打下坚实基础，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南沙自贸片区下一阶段改革创新方向在哪？李善民建

议，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向系统化、集成式方向转变，率

先建立自贸试验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以法定机构改革

为核心推动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更加集约化、专业化，向

中央及省市政府争取更多的‘打包授权’，同时建立鼓励

创新、容错机制的法治化保障。” 

    他还表示，要围绕南沙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率先开

展差异化的制度创新，通过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制度问



题，形成体系化、集成式的创新经验。同时，根据现代化

治理体系赋能自贸试验区，在适当时机推动自贸试验区整

体连片，做实区块联动发展。 

    李善民特别提出，南沙自贸片区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家战略，积极推动“环自贸试验区创新带”。“加强

与前海和横琴片区的合作，充分利用深中通道等世界级基

础设施的功能，连接东莞滨海湾新区，中山翠亨新区、珠

海唐家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珠江东西两岸打造一个

闭环式的‘环自贸试验区创新带’，形成辐射范围广、差

异化功能明显、产业协同创新能级高的自贸片区网络。” 

    此外，他还提出南沙要积极扩大数字贸易，助推贸易强

省战略；加强与周边重大平台的协同发展，实现“制度红

利”最大化等下一步创新改革方向。 

    ■现场直击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正式投入运营 

    提供 110 间不同标准公寓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地处南沙中心地带，周围生活服务

配套设施完善，出行非常便利。”4 月 21 日上午，首批港

澳青年洪逸曦等 5 人领取了南沙青创人才公寓钥匙。 

    当天仪式上，由南沙共青团牵头规划建设的“青创人才

公寓”正式投入运营。“公寓位于‘创汇谷’粤港澳青年

文创社区内，设有双人公寓、团队公寓及专家公寓等不同



标准的公寓共 110 间，可同时容纳 180 人入住。”共青团

广州市南沙区委员会副书记徐千秋说。 

    “公寓内基础生活设施齐全，24 小时全天候提供前台

服务，随时拎包入住。周边配备健身房、共享餐厅、烘焙

房、无人超市等共享空间，为港澳青年解决生活起居的烦

恼。”他说。 

    港澳青年对南沙创新创业氛围感受如何？洪逸曦直言：

“南沙政府为我的就业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南沙青创人

才公寓地处南沙中心地带，周围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完善，

出行非常便利。”洪逸曦表示，目前南沙在服务港澳青年

方面已出台系列扶持办法，“例如‘港澳青创 30 条’，创

新出台共有产权住房，降低港澳青年在南沙置业的压力等

可结合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希望得到的帮助。” 

    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南沙正积极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规则对接，实现三地联通、贯通、融通。暨南大学中

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副院长顾乃华表示，暨

南大学将通过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合作发展论坛系列活

动等，推动南沙在与港澳规则衔接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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