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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开放 更公平 更高效 更透明

“自贸现象”折射浦东开放向纵深挺进
■本报记者 王延 杨珍莹 张淑贤
浦 东 开 发 开 放 ，是 中 国 进 一 步 对 外
开放的重要标志。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成立，则为浦东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新
动能。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聚焦投
资管理、贸易便利、金融开放、事中事后
监管四大领域先行先试。两年多来，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了许多变
化：服务业开放，超越世贸组织承诺开放
领域，引领上海产业升级；以对外开放促
对内开放，
“ 自贸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
金融改革重磅出击，掷地有声，助力企业
跨出国门……
这些“自贸现象”，正在不同的地域范
围里悄然改变着原先的运行规则，并以更
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透明的姿态，努
力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顺应全球经济新秩序
主动对接国际规则
去年 9、10 月，对于上海自贸区来说是
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不仅仅因为恰逢上海
自贸区成立两周年，还因为全球知名的两
大科技公司——苹果和 Uber 相继注册落
户在上海自贸区。
于是，苹果支付在今年 2 月闯进了国
人的日常生活；于是，Uber 开启了在中国
市场迅猛发展的脚步——这些，都是上海
自贸区开放带来的成效。拥有“中国梦”
的外商们，透过上海自贸区的一纸“负面
清单”，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
“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不是一般意义
上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也不是招商引资的
一些突破，如果这样理解，就太简单了。”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
表示，上海自贸区是顺应全球经济治理新
秩序，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主动塑造中国
新红利的战略举措。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海
自贸区带给区内业态的转型升级是显而
易见的。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外高桥保税
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机场综保区、洋
山保税港区（现保税区片区）的业态集中
在物流仓储、出口加工等方面。而依托上
海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如今保税区片区内
的贸易业态有了明显的丰富。
据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区
管理局副局长王辛翎介绍，在保税区片区
新型贸易业态发展方面，已有 6 家国际大
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通过验收，其中 3 家
已开业运作；跨境电商平台进口量占全市
跨境电商进口量 50%以上，并探索形成了

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入驻企业 320 多家，交易额占全市艺术
品进出口通道服务市场 20%以上；波音维
修等 30 多家全球知名维修检测企业启动
运作。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扩区，传统贸易的
“戏份”被进一步压缩，各类创新业态的主
体逐渐集聚：中国第一家专业再保险经纪
公司——江泰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第一
家执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独资认证公
司——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第一家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民
营企业联合央企项目——上海新源启能
风力技术有限公司等，都成为了上海自贸
区的一员。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简
大年说：
“下一步的开放中，将更强调政策
的透明度，参考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建
立平等规范、公平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

同时将更加强化改革的协同性。”

自贸区经验全国推广
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自贸区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停留在
上海这片土地上。
为落实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明确
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任务，两年多来，海关、
检验检疫等监管部门分批出台实施了 100
余项创新措施。其中，有不少创新制度已
在上海市、长三角、全国以及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等不同层面复制推广，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经验。甚至于，这
其中的一些创新制度，在第二批自由贸易
试验区尚未获批之前就成为了上海自贸
区率先对外输出的经验。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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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目标：
国际著名的体育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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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保浦东
城市发展基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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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上海国际半程
马拉松赛侧记
著名青年钢琴家左章在浦东软件园汇智湖畔演奏。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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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艺术送到白领身边“文化洼地”
变
“文化高地”

浦东高雅艺术种子计划张江启动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白天人流如织、夜晚人去楼空，
上班族“潮汐现象”明显，张江不知
不觉就成了一个
“文化洼地”。怎样
让
“文化洼地”变成
“文化高地”？日
前浦东新区高雅艺术种子计划第一
季在张江启动。4 月 15 日中午，在
环境优美的浦东软件园汇智湖畔，
张江白领们在工作之余，享受了一
场高雅的古典音乐盛宴。

美女钢琴家献演
当日，汇智湖畔，
一台黑色三角
钢琴临水摆放。演奏会还没开始，
已有不少白领慕名而来，许多人没
有座位，就干脆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或是站着听完音乐会。
此次演奏的嘉宾是著名青年钢
琴家左章，她曾被 BBC 广播评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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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青年艺术家”，并成为继郎
朗之后第二位签约美国哥伦比亚艺
术家管理公司的中国钢琴家。
同是
“80 后”
的左章和年轻的张
江白领在一起，
毫无距离感。在演奏
前，
她为白领们讲述了古典音乐的起
源、
著名音乐家背后的故事等。在深
入浅出的诠释后，
她又为大家即兴演
奏了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更
让白领们
“解渴”的是，
演奏完毕，
左
章还与大家分享学习音乐的感悟
等。活动结束后，
许多白领还意犹未
尽，
人群过了许久才渐渐散去。
白领肖小姐是位“准妈妈”，已
有 8 个多月身孕的她特地前来听完
了演出，还举手提问。她告诉记者，
自己是名古典音乐迷，在业余时间
和其他爱好音乐的白领组成了合唱
团，定期排练并演出。
“ 张江不应只
是白领们工作的地方，还应该有更
多 的 文 化 气 息 ，这 类 活 动 多 多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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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白领们在工作同时，还能享受
生活、感受文化。”

画廊搬进办公区
除了音乐会之外，主办方还极
富创意地将画廊搬进办公区，让白
领走出办公室，就能欣赏到一流画
作。记者看到，
参展艺术家薛松、庞
茂琨、范勃等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知
名度的一流艺术家，一同参展的一
批国内新锐青年艺术家，同样具有
极大的艺术潜力。
活动承办方介绍，第一季活动
分为音乐和美术两个板块。音乐板
块以西方古典音乐讲座为主，带领
白领领略交响乐、室内乐等不同主
题内容；美术板块则直接把画廊搬
进办公区，
白领只要走出办公室，
就
能欣赏当代绘画艺术。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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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集聚了众多的企业和创新创业人
才。作为科创中心的主战场，张江
不应该只是追求冷冰冰的科技感。
应该有温度，应该有人性的关怀。”
张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
张江
在全国率先实行“管镇联动”，让擅
长搞经济的开发区管经济，把社会
管理的舞台交给镇党委、政府。两
者互相支撑，
相辅相成，
也更有精力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精耕细作。
此次张江镇邀请东方艺术中心
作为指导单位，
承接了浦东新区高雅
艺术种子计划第一季，
即西方艺术轻
体验系列活动，
就是希望为白领量身
定制
“高大上”
的
“文艺大餐”
，
让白领
零距离享受各类艺术精品，
赋予这片
土地更鲜活的人文气息。
张江镇有关负责人说：
“希望随
着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在这里
集聚、传播，
人们会深深恋上这座有
温度的科技城，
来了就不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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