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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的內涵及潛在影響 
 

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賦

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隨後，

多個自貿區均表示抓緊改革開放的重要機遇，加快建設自由貿易

港。 

 

自由貿易港(“自貿港”)及自由貿易區的分別在於自貿港建設

將對標更高的標準、推動更新的試點、實現更大的開放，作為改

革開放的試驗田。概括而言，自貿港在改革的力度及深度上將有

新的定位，包括：高水平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政策、適度放寬監

管、促進要素自由流動，以發揮市場經濟的擴張潛力。   

 

自貿港建設對標國際標準 

 

目前，政府多個部門已積極推動自貿港的開展工作。商務部

表示，建設上海自由貿易港區的研究己經啟動。上海的建設方案

提到，自貿港將對標國際最高水準，實施更高標準的貿易監管制

度，根據國家授權實行集約管理體制，探索實施符合國際通行做

法的金融、外匯、投資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風險防控

體系。此外，浙江亦制定了自貿港的發展目標，初步計劃參照國

際標準，推動以油品為核心的國際大宗商品貿易自由化。 

 

上海及浙江自貿港的初步策劃顯示兩者各有不同功能，但其

改革基礎都是要對標國際標準，反映自貿港在促進國內經濟與國

際市場接軌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早在 2017 年 3 月，國務院已公布上海自由貿易港區的建構方

案，其間有消息指計劃將考慮香港、新加坡及迪拜等國際做法，

實行「一線放寬、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的境內關外概念。香港、

新加坡及杜拜均是成功的自貿港，其貿易總值遠高於國內經濟總

值，三地港口位列於世界前十大。除了地理上的優勢，三地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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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制度安排及對外開放政策，是國際社會的重要參考。 

 

香港具有最自由開放的監管制度 

 

雖然香港土地資源不足，但其商品貿易總值在全球排名第七，

凸顯出香港在國際貿易上的中心地位。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1. 全

面零關稅及貿易不設限制；2. 便利及低成本的通關制度；3. 給予

外資完善的保障、不實行外匯管制及金融市場高度開放。 

 

在貨物管制方面，除了酒類、煙草、碳氫油類及甲醇外，所

有進出香港的貨物都無須繳付任何關稅，所以大部份商品貿易都

不用進行關稅評估。此外，香港沒有附加稅，並只有極少數的非

關稅管制措拖，進出口簽證主要是出於保障公眾健康、安全、保

安或履行國際承諾而設立，大部份產品均無須申請任何文件便可

自由進出香港。 

 

在通關方面，香港的報關手續十分便利，成本十分低廉。進

出口報關可於貨物輸出或輸入後的 14 日內透過電子渠道完成。根

據 WTO 資料，香港進出口報關所需的文件要求簡易，貨物過境

開支只是 OCED 高收入國家的五成。這些便利為貿易商減低合規

成本，有利中小企參與國際貿易活動。 

 

在投資方面，大部份行業對外來投資者及服務供應商都不設

限制，外資普遍享有 100% 擁有權及國民待遇（除銀行業及廣播

業外）。加上，成立公司的手續快捷，最快可於 1 小時間內完成註

冊，並且沒有最低實繳股本的規定。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讓企業

在香港可自由兌換外匯及自由調動資金進出，有助提升營運效

率。 

 

穩健開放的制度一直是香港能夠吸引外資進駐的主要優勢。 

 

新加坡具有完善的資訊科技配套 

 

與香港相近，新加坡對大部份貨物實行零關稅。在進出口管

制上，新加坡只對少數產品實行規管，但商品進出新加坡的行政

程序及審批手續仍較香港為多。然而，新加坡的優勢在於良好及

完善的資訊科技配套，為貿易商提供便利，同時達到完善的監管。 

 

新加坡海關早在 90 年代廣泛利用現代化資訊科技系統，協助

貿易商節省成本並執行高效的規管。從事進出口活動的企業需要

在新加坡海關進行登記，但申請程序最快可於 4 小時內完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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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審批上，新加坡的電子單一窗口 TradeNet每年平均處理 900

萬宗個案，其中 99% 可於 10 分鐘內完成，大幅減低企業的作業

時間。 

 

除了 TradeNet，新加坡推出了綜合資訊平臺 TradeXchange，

為企業提供一個標準化的系統網絡，可節省時間，避免數據重覆

輸入，方便資訊在供應鏈上流通。透過 TradeXchange，貿易商可

與物流、金融、保險等服務供應商進行對接，以及申請產地來源

證等文件。 

 

現時，新加坡政府正在開發新平臺 National Trade Platform，

目的是要結合 TradeNet 及 TradeXchange 的功能，預期每年為企業

節省近 6 億新加坡元的人力成本，進一步提升生產力。 

 

除了實行貿易開放政策及地理位置優越，新加坡完善的資訊

科技系統是其成為東南亞航運中心的其中一個成功因素，這發展

模式亦已成為其他經濟體的參考案例。 

 

迪拜為外資提供優厚的政策待遇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共有 40 多個自由區，其中超過一半位於迪

拜。近年，迪拜躍升成為波斯灣地區的商業中心，吸引多間跨國

大型企業遷入成立區域總部，這與其自由區政策息息相關。 

 

對比國內政策，自由區對外資給予全面開放的待遇，並豁免

多項稅收。一般而言，外資在迪拜成立公司最多只可持有 49% 的

擁有權，其餘最少 51% 必須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公司持有。

不過，外資可全資擁有在自由區登記成立的企業，其股本及利潤

匯出亦不受限制。在稅務上，自由區的政策優惠比其他新興經濟

體更為吸引，外資企業可享有 50 年商業稅豁免、完全免收個人所

得稅及進出口零關稅。 

 

同時，每個自由區各有獨立的自由區管理局，負責執行自由

區內的法律及規管。管理局亦會提供一站式諮詢服務，協助企業

辦理登記、批准等行政手續。再者，自由區大部份的法規文件都

有英文版本提供，讓國際投資者對自由區的營商環境及法定守則

有更清晰的掌握，從而減低對中介人的倚賴。這些便利大幅減少

開業成本，鼓勵外資在自由區增設業務。 

 

迪拜最著名的 Jebel Ali Free Zone 已有超過 6,000間來自 80 個

國家的企業落戶，反映 Jebel Ali Free Zone 已成為外資開拓中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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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首選地。 

 

香港、新加坡及迪拜模式各具特色 

 

根據上述分析，香港、新加坡及迪拜各以不同政策及措施推

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並經過多年時間發展成為世界級的自貿港。

香港實行自由開放的監管制度；新加坡利用科技創新降低企業的

合規成本；迪拜以財政優惠及行政支援吸引外資，這些對中國發

展自貿港都具有示範作用。 

 

在執行上，三地的經驗顯示，自貿港建設需要政府詳細規劃

及主導參與，尤其自貿港不單是允許區內要素自由流動，同時須

要形成有效完善的法律制度，達到風險防控的目標。另外，中國

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法律制度及行政系統存有差異，預期自貿港

建設對國內經濟法發展將會帶來重大突破。 

 

自貿港改革的經濟影響 

 

對於經濟發展，貿易及投資自由化可從效率、企業發展及制

度創新上產生正面作用。 

 

首先，自貿港可透過適度有序地與國際市場融合，在特定法

制下引入競爭及先進技術，簡化政府部門的規管要求，減低企業

的貿易成本，讓市場力量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效率，支持企業開

拓海外市場，加快落後產業升級轉型，促進國內經濟轉向更高質

量發展。香港能夠經歷多次轉型成為服務業發達的知識型經濟體，

背後的關鍵就是其自由開放的政策。 

 

其二，自貿港可在境內提供高度開放及自由化的經營環境，

讓國內企業熟習國際商業的營運模式，了解環球貨物及服務貿易

的規則。同時，自貿港將會成為引進跨國企業的首要平台，提高

外資在國內經濟的參與程度，國內企業可從中獲得跨國管理及營

運的學習機會，提升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例如：新加坡銀

行在國際大型銀行進入本地市場後，從競爭中學習先進的銀行業

務操作及金融管理。這有助提升本地銀行向外拓展的能力，近年

多間新加坡銀行亦逐步發展成為服務東盟市場的大型區域銀行。  

 

其三，自貿港有深層的試點作用。一方面，自貿港的法規及

行政審批要控制至最低限度，以實現自由化的經濟效益。另一方

面，自貿港要形成有效的管理系統及法律框架，使外來衝擊（例

如：金融及貨幣市場的傳導）對在岸市場的影響維持在可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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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制度取得成效，其法律框架及運作經驗將可輸出至其他自

貿區，進而在全國推行。因此，自貿港建設將會是激發制度創新、

探索改革模式的重要過程。自迪拜 Jebel Ali Free Zone 推出後，其

設計、營運模式及法規已被廣泛複製到迪拜其他自由區，形成金

融、資訊科技、媒體等新興自由區。 

 

香港在內地貿港建設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特自由貿易港，香港的監管制度及行政經

驗是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香港經濟高度對外開放及自由化，美國傳統基金會及加拿大

菲沙研究所多年來一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其中一

個推動力是其高效的公營部門及法治精神，為香港締造公平競爭

的環境。加上，香港累積多年抵禦環球外來衝擊的經驗，使香港

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管及風險管理制度，使貿易、資金及人才保持

自由流動。因此，香港應緊密與內地合作，配合國家發展自貿港。

其中，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框架，香港可與前海自貿區分享經

驗、合作建構私人市場的監管框架及法律架構，例如香港有多個

公營機構負責不同範疇，以維持自由經濟體制的運作（包括：金

管局、證監會、貿發局、保險業監管局、旅遊發展局、海關、工

業貿易署、方便營商處等），前海自貿區可借鑒香港公營機構的經

驗，發展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特質的自貿港模式。 

 

對於具國際化優勢的香港企業而言，內地自貿港建設更是難

得的機遇，特別是金融、法律、管理顧問、國際貿易等專業服務

業。香港企業將可享用先行者的優勢，在內地經濟引進來和走出

去的過程中取得業務機會。同時，新政策將會吸引更多跨國企業

進駐自貿港，這提醒香港企業需要與時並進，持續向高增值產業

發展，鞏固在國際市場上的領先地位，協助國家推動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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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數字貨幣熱潮再現,ICO規範宜疏堵並重 
蘇傑 11.30 

2.  11 月消費盛宴對貨幣政策的啟示 
卓亮 11.27 

3.  聯儲局加息上限在哪裡？ 
卓亮 11.21 

4.  香港東盟簽署自貿協定意義重大 
黃思華 11.14 

5.  中國金融市場將迎來全面開放新格局 
鄂志寰 11.10 

6.  環球央行寬鬆政策限制聯儲局加息空間 
卓亮 11.06 

7.  評估香港服務貿易結構的轉變 
黃思華 11.06 

8.  從十九大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要求看去槓桿議題 戴道華 11.06 

9.  鮑威爾料將大致延續耶倫的貨幣政策 
卓亮、蔡永雄 11.03 

10. 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可發揮三大作用 
王春新 10.31 

11. 從市場數據看人民幣匯率彈性和波動增加 
戴道華 10.27 

12. 中國經濟新時代內地債券市場進一步開放的機遇與挑戰 
鄂志寰 10.27 

13. 內地樓市建長效機制或現三大導向 
柳洪 10.26 

14. 中國進入發展新時代，新投資機會值得期待 
蘇杰 10.25 

15. 從泰勒法則看環球利率環境 
卓亮 10.24 

16. 從施政報告看大灣區建設中前海的角色 
柳洪 10.19 

17. 三季度內地經濟維持穩健增長 
蔡永雄 10.19 

18. 環球流動性收縮是一個較長的過程 
卓亮 10.13 

19. 經濟差異和政治問題是歐元區穩定發展的最大挑戰 
蔡永雄 10.10 

20.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改變與去槓桿 
戴道華 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