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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日前，海关总署公布 2021 年度综

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合肥经

开综保区在全国参加评估的 137 个综

保区中综合排名第 11 位，前进 3 个位

次，位列 A等。

这是合肥经开综保区在连续 3 年

获评 A 类基础上实现的重大突破，标

志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

片区正在加速蝶变。

设立两年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合肥片区聚焦“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

引领区”战略定位，创新探索，高质量发

展引擎作用日益突出。

“无感通关卡口试运行以来，重车

通关平均用时由 58.8 分钟缩短至 5.7
分钟，空车通关平均用时由 17.4 分钟

缩短至 1.3分钟，每车每票可节省物流

成本 50 元至 90 元。”据合肥经开区一

位负责人介绍，去年 10 月 29 日凌晨，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顺利

完成最后一条无感通道切换，在全省

率先迈进无感通关时代。

为让贸易投资更加便捷，合肥依

托经开综保区，探索实施“无感通关”

“外发加工”等便利化创新举措，同时

探索外商投资“集成管家式”服务保障

机制，为外资企业提供全程留痕、全链

条管控的管家式服务。

畅通开放通道。为推进片区内合

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合肥创新

探索中欧班列进口货物“分段计税”运

费机制，推动合肥港—洋山港“联动接

卸”模式落地，创新“船边直提”“抵港直

装”作业监管模式，提高船舶运输效率，

降低码头库存压力和企业物流成本。

区域服务联动。参与成立由上海

自贸试验区牵头、沪苏浙皖 11个自贸片

区组成的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等多

个平台，探索长三角 G60环境科技产业

协同创新模式、长三角“双创券”通用通

兑模式等一批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产业联动发展、

科技协同创新、数据互联互通。

“听意见、列清单、研究透、创试

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

片区管委会综合协调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两年来，合肥片区坚持问题导

向、需求导向，走访调研了集成电路、量

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收集梳

理企业诉求，参与制定了上述主导产业

开放创新试点举措。同时，着力在推进

贸易便利化、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

能级、完善人才引培等方面先行试点，

不断做强创新链、做深产业链、做优价

值链，形成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片区内累计孵化科创企业 1000

余家，培育国家高企 400 余家，建成了

一批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中国（安

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管委会

一位负责人说，两年来，合肥片区突出

“科创自贸”特色，服务保障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推动以大健康研究

院、环境研究院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水

平创新载体加快落地，促进资本、技

术、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集聚和

合理配置，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

室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围绕科技

成果转化链条关键节点，支持中科院合

肥创新院等协同创新平台开展创新探

索。实施产业化经费股权投资改革，变

“政策补贴”为“股权投资”，放大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科创投资。

推动国有新型研发机构市场改革，

建立“市场转让为主、评估定价为辅”的

科技成果转让机制，科技成果投资决策

时间由 6个月缩短为 1个月左右。

推动科技金融深度对接。针对初

创阶段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慢等难题，开发“自贸贷”“双保贷”“上

市助力贷”等金融信贷产品，加速科技

要素和资本要素深度融合。建立科创

企业贷投批量联动金融服务新模式，拓

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搭建一站式

“金融超市”线上平台，整合片区内 10
余类科技金融产品，扶持科技型中小企

业 1000余家，累计支持资金近 50亿元。

推动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依托合肥

国际人才城，构建“一网通”国际人才一

站式服务体系，集成人才认定、出入境、

户籍管理等 60余项业务，为国际人才来

肥工作提供便利服务。积极推动中德合

作创新园和欧美同学会长三角海创中心

建设，入驻 40多个海外留学人员科创项

目，持续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目前，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涉及合肥片区的 109 项试点

任务已完成 85%；探索形成多项制度创

新成果，其中 24项入选全省首批 44项

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5项入选安徽

自贸试验区两周年制度创新十佳案例；

全国 278项制度创新成果中，与合肥有

关的 222项全部复制推广；安徽自贸试

验区特别清单 212项已全部承接。

两年来，合肥片区累计实现进出

口 总 额 2025.2 亿 元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10.72 亿美元，以不到合肥全市千分之

六的面积，贡献了全市近 1/3的进出口

额、实际利用外资额。

合肥自贸片区 构筑发展“新引擎”

2020年 9月，安徽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全面启航。安徽自贸试验区牢记“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使
命，今年上半年贡献了全省 26%的进出口额、12.5%的利用外资额、4%的新增注册企业，国家试点任务落地实施
率达到80%，累计形成了80多项具有标杆性、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成果——

勇立潮头，开放平台链接全球

蚌埠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测试配天工业机器人。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监管仓内，工作人员正在对商品进行清关装车。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本报见习记者 班慧

2020年 9月 24日，中国（安徽）自

贸试验区芜湖片区挂牌。两年来，芜

湖片区围绕“开放型产业集聚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先导区、江海联运国际

物流枢纽区”三大战略定位，充分发

挥先行先试优势，加快片区建设，致

力构筑产业新高地。

“真没想到，一个总投资逾 10亿元

的项目，从签约到落地投产仅用了 5个

月！”10月 13日，安徽信义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荣告诉记者。

让陈荣感慨的是芜湖片区推行的

“分段施工许可+承诺制+容缺受理”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新模式，通过“减、放、并、

转、调”，将申请材料从32项精简为9项，

精简比例达到72%，1个工作日内可完成

预审手续，基本实现“拿地即开工”。

两年来，芜湖片区在全省率先出

台《制度创新工作推进办法（试行）》，

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等方面的

堵点，进行全产业链制度创新，累计

探索 86 项制度创新成果，24 项入选

全省制度成果和创新案例。

芜湖片区全力推进改革试点专

项任务，100 项任务已实施 98 项，其

中落地见效 83项。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试点“洋山

港—芜湖港联动接卸”等模式，在省

内首创将内河港作为上海洋山港的

货物接卸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每个集装箱可节省约

2000元，运输成本降低近一半。

在金融服务方面，先后落地境外

机构境内外汇账户（NRA）结汇、低门

槛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资质审

批、外商投资企业外债模式变更业务

等创新模式。今年 9月，落地安徽省首

只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

在科技创新方面，探索与上海松

江 区 跨 省 协 作 ，购 地 自 建“ 创 新 飞

地”，实践“研发在上海、产业化在芜

湖”的产业协同模式。

在园区管理方面，率先开展自贸试

验区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筹发展改

革，芜湖综合保税区划归自贸试验区直

辖，实现片区实体区、功能区二合一。

2021 年，芜湖综保区在全国 137
个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绩效评估中，综

合排名第 49 位，较上一年度跃升了

19位，取得历史性突破。

芜湖市将自贸试验区作为“双招

双引”、创新创造的主战场，片区各区

块围绕各自优势产业，强力推进“双

招双引”，打造产业高地。

今年 1 月至 8 月，芜湖片区完成

进 出 口 总 额 54.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6.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4269
万美元。新注册企业 932 家，同比增

长 6.4%。芜湖片区以不到全市 1‰的

面积，贡献了全市 61.1%的进出口额、

21.5%的外商直接投资、6.3%的新增

市场主体、27.5%的经济总量。

片区主导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奇

瑞智能网联“未来一工厂”项目、长信科

技高端显示器件及模组项目部分投产。

美的智能厨热产业园项目建成投产。省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

设项目有序推进。旷视科技、云从科技、

三七互娱等企业签约入驻“中国视谷”。

华夏云天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等一批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加速推进。

两年来，芜湖片区外资外贸新业务

取得新突破。首单“0130易货贸易”进

口货物由莫斯科到达北京完成通关，供

货、物流、报关、境外采购等操作均由芜

湖企业完成，标志着新型易货贸易试点

完成。打造跨境电商运营平台，引进菜

鸟跨境电商芜湖中心仓、宁波国际跨境

电商芜湖公共仓、货拉拉数字货运物流

平台华东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

在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综

合服务中心，企业负责人周跃生对这

里的“一站式”服务赞不绝口。

芜湖片区把实施“一颗印章管审

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探

索政务服务创新路径，提供一流的办

事创业营商环境。

该片区在全省自贸片区率先组

建行政审批局，打破部门壁垒，将省、

市 、区 级 赋 权 事 项 融 合 为“ 一 套 清

单 ”，清 单 内 382 项 事 项 集 中“ 一 站

式”办理。对标先进地区设立省内首

个“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将传统的

“多窗受理”变为“一窗受理”。

该片区创新“标准化+非标准化”

服务模式，将“标准化”政务服务和“非

标准化”企业服务联动融合，入选安徽

自贸试验区第一批十大标志性建设

成果。建成运行全省自贸片区首个

综合服务中心，打造高水平“政务服

务+企业服务”场景。持续推进“1%工

作法”，拓展为企服务平台功能。

挂牌运行以来，芜湖片区持续深

化“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一码”等改

革，创新实施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

企业开办审批时间最快仅需 10分钟。

截至目前，芜湖片区颁发营业执

照 146张，片区实有法人企业达 4956
户，注册资本总计 629.7亿元。

芜湖自贸片区

打造开放新高地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没想到现在办照办证这么方便，

速度之快超出预料！”在中国（安徽）自

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安徽卡小逗

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不久

前，企业仅用 3 个工作日就在蚌埠片

区办齐了公司所有准营事项。

去年以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蚌埠片区实施“一照通”改革，

在安徽政务服务网蚌埠企业开办系统

的基础上，延伸企业开办链条，搭建蚌

埠片区“一体化”业务办理平台，将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与企业开办事项合并

办理，实现“一照准营”。

“合并办理后，企业申领获批的许可

信息通过二维码的方式加载在营业执照

上，企业根据情况领取营业执照即可。”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改

革创新局副局长袁法春告诉记者。

该项改革通过整合平台、数据共

享，以告知承诺为基础，打造“一窗受理、

一次审批、一照准营、失信惩戒”的行政

许可新模式，有效解决市场主体“证照分

散办、群众多趟跑、证照发放多”的问题，

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

目前，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蚌埠片区“一照通”改革已完成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许可类等 12个项目上线运

行，申请人提交材料数量平均精简 30%
以上，办理时限平均压缩 85%以上。

“聚焦市场主体和主导产业发展需

求，我们围绕营商环境、外汇金融等重

点领域开展制度创新，聚力提升贸易投

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袁法春说。

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揭牌以来，中

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坚

持“为国家试制度、为皖北促振兴、为蚌

埠谋发展”，重点发展硅基新材料、生物

基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目前，已初

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市级制度创新成

果 38 项，其中“‘省内组货+全国通关’

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 14 个制度创新

事项在全省复制推广，跨境金融服务

“白名单”制度和硅基生物基企业认证

“绿色通道”制度 2 个创新事项列入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2021年发展报告。

今年 4 月，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蚌埠片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

作站揭牌。

依托该工作站，蚌埠市市场监管、

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和部门深入开展

“知识产权服务进百企”等活动，全面

了解自贸片区企业知识产权服务需

求，充分利用行政、司法、社会力量，为

自贸片区企业提供全链条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服务。

“随着蚌埠片区服务自贸区建设检

察办公室、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

蚌埠片区工作站、蚌埠禹会区人民法院

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庭等一系列平

台的建立，高效的法律服务为自贸片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袁法春说。

蚌 埠 片 区 还 整 合“ 工 招 园 ”和

“96388”营商投诉专线等资源，多措并

举为企业纾困解难。该片区先后建立

企业诉求“一口”收办工作机制、“问题

清单+闭环办理”工作机制和提级调度

工作机制，对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和重点

项目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部

门、一套方案“四个一”全流程跟踪工作

机制，不断强化企业诉求闭环管理。

今年前8个月，蚌埠片区实现进出口

额 50.93亿元，同比增长 11.6%；新增市

场主体842家，同比增长8.9%。截至8月

底，该片区共有存量企业3244家；累计入

驻项目146个，协议引资额830.8亿元。

从对外开放程度来看，今年前 8
个月，蚌埠市场采购贸易试点交易额

3.2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0.8 亿元，同

比增长 163.6％，超去年全年交易额。

蚌埠自贸片区 创新制度迸活力

芜湖自贸片区建成全省自贸片区首个综合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