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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高规格综合改革区。近年来，我国不断推

出促进自贸区建设的新的战略举措，以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时至今日，全国超过一半的省市已经获批建立自贸试验区，数量达到了21个，并

形成了260项制度创新成果，正逐步面向全国复制和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中

国自贸区建设已进入了探索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在参与世界贸易规则制定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RCEP的签署，标志着人口、GDP和出口总额均占世界约30%的世界最大自贸区的

诞生，中国在世界经贸关系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也标

志着中国进一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决心。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加强自贸试

验区改革开放创新，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发挥好各类

开发区开放平台作用的新指示。这无疑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为中国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深化制度创新带来了新

的机遇与挑战。

德勤认为，中国自贸试验区当下亟需抢抓双多边合作深化、数字经济崛起以及改

革自主权增强等宏观机遇，同时也需直面创新规划、有效评估、精准招商和优化

运营等环节所存在的压力与挑战。

早在2013年初，德勤就专门成立“德勤自贸区研究中心”，致力于系统研究政

策趋势和市场需求。德勤亦是首家取得自贸区营业许可的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为

了更好地服务中国自贸区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化的发展需求，该中心现全面升级

为“德勤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中心”。该中心将基于前期扎实的研究基础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协调德勤中国乃至全球的跨部门团队和资源，搭建“一站式”解决

方案，以实际行动服务于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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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划 —— 自贸区顶层设计及产业规划

通过研究全球经贸格局、自贸发展宏观趋势、制度创新热点等，基于对外部趋势

和内部基础的洞察分析，对标国际领先实践，为自贸区提供顶层蓝图的规划设

计，并提出制度创新建议和设计落地的保障支撑。同时，协助明确重点细分产业

战略定位，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并制定产业运营策略。

 • 评估 —— 自贸区综合评估及制度创新

结合具体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及发展阶段，通过设计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论，采用调研、访谈、对标等多维度手段，系统开展对自贸区建设成效、营商环

境、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并形成客观精准的评估报告及未来的改革发展

行动计划。同时，筛选出实施效果好、全国普适性强的改革创新经验，形成最佳

实践案例，并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

 • 招商 —— 自贸区产业招商及融资

协助组织产业高能招商会，根据自贸区自身定位及资源禀赋，制定精准招商名

单，量身定制招商引擎，确保产业项目精准对接；通过大数据手段，充分利用招

商政策，并协助引入招商基金。发挥招商智库的作用，分享一手信息前沿战报，

协助自贸区洞察先机。为自贸区提供招商体系培训，提升招商能力；为重大招商

项目提供评估，支撑自贸区专业决策。

 • 运营 —— 自贸区园区运营及可持续发展

利用自贸区发展运营模型，对建设现状进行梳理，结合自贸区发展路径及运营配套

需求，提供全面的自贸区管理及运营体系优化建议；结合自贸区升级诉求和发展方

向，针对拟招引重点项目名单、落地诉求、实施计划和配套政策进行全面研究并提

出实施建议；对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从定位到发展路径及经济测算的全面服务。

招商

自贸区顶层设计及产业规划

规划

运营

评估

自贸区综合评估及制度创新
自贸区园区运营与可持续发展

自贸区产业招商及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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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升级的德勤自贸区服务中心也蓄势待发，未

来将进一步结合全球视野和本土洞察，不断分享全球最新的理论、方法和最佳实

践，以全方位专业服务支持中国自贸区的创新发展。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与相关

政府部门的沟通，第一时间对市场变化和需求进行反馈，从而搭建起政策解读的

平台、双向沟通的平台和建言献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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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政府事务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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