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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海南三十而立，全国最大自贸港区吹响对外开放号角 
 

事件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主席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
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历史回顾：曾申报自贸区，礼物姗姗来迟，靴子终落地 
2016 年 3 月，海南将原有的特别监管区整合成自贸区于两会期间提交。2017
年 4 月，四川、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陕西 7 个自贸试验区正
式挂牌，加上此前第一批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第二批的天津、福建和广
东自贸试验区，形成了“1+3+7”的雁阵模式。海南并未入选第三批自贸试
验区名单。时隔一年时间，2018 年 4 月，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也即海南建省三十周年之际，终获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决定，也是近期除国
内前三批次 11 个自贸区外的唯一获批自贸区。 
 
稳步推进，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的进阶 
参考国际其他自由贸易港的设置，相比于自贸区的概念，“港”更加强调贸
易的作用。首先，港区绝大多数临海，也有少部分临江、临空，是贸易中转
的核心地带。其二，是经济功能，自贸港的功能可进一步超越一般的自贸区，
交易等特征更加明显。我们认为自由贸易港将首先在货物的贸易流通方面相
比自贸区将有重大突破，真正做到“境内关外”，即无条件准入、登记式备
案、区内免证免审，进出口的货物在自由港之内不需要海关等部门审核，相
关部门只对重点货物实行抽检，同时货物存储在自由港区免税，也不需要报
关，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 
 
通读重要讲话及深化改革文件：海南自贸港区的建设需符合整体发展定位 
《重要讲话》及《深化改革文件》中阐述对海南自贸港区的愿景、目标，契
合实际，循序渐进，符合整体发展的定位。海南岛作为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吹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将对全国其他各省市发展有重要指引
作用：1)切实符合本地发展定位；2)建设循序渐进；3)扶持相关产业、制定
制度体系；4)契合一带一路；5)推进旅游业，开放离岛免税政策；6)留住绿
水青山、海洋生态保护；7)吸引人才，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 

投资建议 

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全国唯一的省域国
际旅游岛以及如今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港区，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
们认为可以从两条主线予以重点关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自由贸易港。1）
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经济特区，作为我国五个经济特
区的之一，其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
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彰显我国扩大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2）
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从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
逐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以通过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持续看好海南岛发展中对交通、旅游、基建等方面的投资。公司
方面，我们看好受益于海南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交运龙头
公司。建议关注海峡股份，海南高速、海汽集团。 

风险提示：政策不及预期，推进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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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主席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自由贸易港 

2.1. 历史回顾：海南曾申报自贸区，姗姗来迟，靴子终落地 

2016 年 1 月，海南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草案)》。“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到，以海口、三亚、洋浦为平台整合全省港口、
港航、港务资源，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港、海港、贸易物流枢纽，实现优进优
出，争取国家支持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6 年 3 月，海南将原有的特别监管区整合成自贸区于两会期间提交。上述特别监管区包
括海口保税区、洋浦保税区、琼海医疗旅游先行区等，该部分特别监管区将与 28 平方公
里的三亚新机场有机整合，以形成一个约 100 平方公里的新自贸区。 

2017 年 4 月，四川、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陕西 7 个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加
上此前第一批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第二批的天津、福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形成了
“1+3+7”的雁阵模式。海南并未入选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名单。 

时隔一年时间，2018 年 4 月，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也
即海南建省三十周年之际，终获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探索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决定，也是近期除国内前三批次 11 个自贸区外的唯一获批自贸区。 

2.2.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进阶 

2.2.1. “1+3+7”+1 的自贸区 

目前国内已批复的自贸区共三批次 11 个自贸区，即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辽宁、浙
江、河南、湖北、重庆、陕西、四川。这 11 个自贸区功能的共同点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进一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为我国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但具体功能也有差异。 

图 1：中国自贸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新华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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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大自贸区的建设定位和特点来看，上海体现综合性，天津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广
东力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福建主打两岸经济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辽宁助力东北振兴
和工业转型，浙江主要聚焦于海洋战略和大宗商品，河南核心在于打造交通物流枢纽，湖
北打造创新和产业高地，重庆打造西部开放门户城市，四川主打西部国际开放通道枢纽，
陕西定位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南要打造的自贸区，则是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发展。 

 

表 1： 全国“1+3+7”自贸区定位 

定位 成立时间 区域 涵盖片区 

综合性 2013 年 9 月 27 日 上海 

面积扩展到 120.72 平方公里，试验区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

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

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七个区域 

对接粤港澳深度合

作、京津冀协同发

展、两岸经济合作 

2015 年 4 月 20 日 

天津 面积 119.9 平方公里，涵盖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福建 面积 118.04 平方公里，包括平潭片区、厦门片区、福州片区 

广东 
面积 116.2 平方公里，涵盖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

区片区 

对接长江经济带、

中部崛起、西部大

开发、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等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 

2017 年 3 月 31 日 

辽宁 119.89 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大连片区，沈阳片区，营口片区 

浙江 
119.95 平方公里，由陆域和相关海洋锚地组成，涵盖三个片区：舟山离岛片区，

舟山岛北部片区，舟山岛南部片区 

河南 119.77 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郑州片区，开封片区，洛阳片区 

湖北 涵盖三个片区：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 

重庆 119.98 平方公里，涵盖 3 个片区：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四川 
119.99 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川南临港片区 

陕西 
119.95 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中心片区，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杨凌示范

区片区 

数据来源：上海、天津、福建等省市政府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8 年 4 月，海南省收获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决定，建设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也是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2.2.2. 自贸港的探索 

在积累了数年自贸区建设经验之后，关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则在随后的几年内被提出。十
九大之后，自由贸易港的预期开始逐步发酵，我们整理其主要进程： 

 

1) 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 

2) 2017 年 10 月 19 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上海正在按照中央部署筹划建立
自由贸易港。 

3)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撰
文，如此定义自由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
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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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 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自由贸易港也多有讨论： 

 

表 2： 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自由贸易港讨论 

批次 省市 内容摘要 

第一批次 上海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第二批次 

天津 
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加强制度创新成果总结评估和复制推广，积极申报建设自

由贸易港； 

福建 
申报自由贸易港，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争取开通“榕欧”铁路班列、空中航线，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

的跨境快捷物流体系； 

广东 今年将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推动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第三批次 

浙江 
未来五年，浙江将全力争取自由贸易港落地浙江，加快建设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探索实行“海关

特殊监管区+开发区”建设和管理模式； 

辽宁 
用足用好国家政策，优化整合园区资源，深入推进辽宁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加速改革创新成果推广落地。

支持大连探索创建自由贸易港； 

河南 
推进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赋予各片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全面落实 160 项改革试点任务，深入实施政务、监

管、金融、法律、多式联运五大服务专项方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积极申建自由贸易港； 

数据来源：上海、天津、福建等省市政府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参考国际其他自由贸易港的设置，相比于自贸区的概念，“港”更加强调贸易的作用。首
先，港区绝大多数临海，也有少部分临江、临空，是贸易中转的核心地带。其二，是经济
功能，自贸港的功能可能进一步超越一般的自贸区，交易等特征更加明显。 

 

以 2017 年 11 月 6 日上海自由贸易港公布细节来看，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将围绕货物、资
金和人员三大要素的自由流动展开，自由贸易港在外汇管理、税收优惠、外籍人士领取中
国绿卡以及外地员工落户方面都有希望取得突破。我们认为自由贸易港将首先在货物的贸
易流通方面相比自贸区将有重大突破，真正做到“境内关外”，即无条件准入、登记式备
案、区内免证免审，进出口的货物在自由港之内不需要海关等部门审核，相关部门只对重
点货物实行抽检，同时货物存储在自由港区免税，也不需要报关，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
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 

 

2.3. 通读重要讲话细则及深化改革文件：海南自贸区建设需符合整体发展定
位 

我们认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及《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对海南自贸区的愿景，契合实际，循序渐进，符合
整体发展的定位，海南岛作为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吹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将对全国其他各省市发展有重要指引作用。 

1) 符合本土发展定位：海南发展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要以发展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在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入出
境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管理体制； 

2) 建设循序渐进：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2020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2025 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2035 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 

3) 扶持相关产业、制定制度体系：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
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 

4) 契合一带一路：利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契机，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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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教育、农业、旅
游等交流平台。 

5) 推进旅游业，开放离岛免税政策：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现离岛
旅客全覆盖，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
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6) 留住绿水青山、海洋生态保护：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率先建立现代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要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7) 吸引人才：支持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允许外籍和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人
员按规定在海南就业、永久居留，支持海南建立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管理制度，构
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 

3. 投资建议 

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全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以及
如今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条主线予以重
点关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自由贸易港。 

1）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经济特区，作为我国五个经济特区的之一，
其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彰
显我国扩大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2）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从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逐步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以通过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持续看好海
南岛发展中对交通、旅游、基建等方面的投资。 

因此我们看好受益于海南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交运龙头公司。建议关注
海峡股份（港航一体化增厚业绩），海南高速（展望大旅游、大健康新时代）、海汽集团（积
极培育旅游服务业）。 

4. 风险提示 

政策不及预期，推进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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