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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

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数累计超过5万户
兄弟自贸区动态

福建自贸区：
深化改革开放 探索对台合作新模式

截至今年 3 月，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立企业 5.3 万户。
本报讯 （记者 张敏）日前，记者从全
国人大财经委调研上海自贸区建设专题座
谈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3 月，上海自贸区累
计新设立企业 5.3 万户，4 年多来新设企业
数是前 20 年同一区域企业数的 1.5 倍。4
年多来，上海自贸区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深化金融
开放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激发
了市场创新活力，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复制
推广到全国。
上海自贸区确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
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
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2013 年，上海自
贸区制定发布全国首份负面清单。经 3 次
修订后，从 2013 版的 190 条减少到 2017 版
的 95 条。清单外实施备案制，外商投资的
办理时间由 8 个工作日缩减到 1 个工作日，
申报材料由 10 份减少到 3 份。90%以上的
投资项目都是负面清单以外的，以备案方
式设立。同时，全面实施境外投资备案管
理。改核准为备案管理，办结时间从 3-6
个月缩短至 3 天，至今年 3 月，累计办结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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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项目超过 2000 个。
此外，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
制造业领域开放，先后推出两批 54 项扩大
开放措施，累计有 2400 多个项目落地，融
资租赁、工程设计、旅行社等行业的扩大开
放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上海自贸区还确立
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
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
监管体系。
在口岸监管服务模式方面，上海自贸
区确立了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
易监管制度。其中，
海关、国检等部门推出
了“先进区、后报关报检”等一系列创新举
措。这些举措使通关效率大大提高，企业
物流成本平均降低约 10%。
上海自贸区还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管理制度。国际贸易“单一窗口”1.0
版、2.0 版和 3.0 版已先后建成上线，功能模
块增加到 9 个，覆盖 23 个口岸和贸易监管
部门，实现了与国家“单一窗口”标准版全
面融合对接。口岸货物申报和船舶申报
100%通过“单一窗口”办理，服务企业数超
过 27 万家。企业申报数据项在船舶申报

环节缩减 65%，在货物申报环节缩减 24%，
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超过 20 亿元。
上海自贸区还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
以自由贸易账户为载体，
促进投融资汇
兑便利化，深入推进自贸区金融创新和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并建立金融监
管和防范风险的机制，本外币一体化运作
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一步拓展，人民币
跨境使用和外汇管理创新进一步深化，黄
金国际板、原油期货、全国性信托登记平
台、上海保险交易所等面向国际的金融要
素市场平台上线运行。
据悉，上海自贸区将力争在今年年内
全面完成《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各项任务，
努力在
“三区一堡”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将加强改
革系统集成，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
综合改革试验区；加强同国际通行规则相
衔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
试区；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打造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的先行区；
创新合作发展模式，
成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
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日前，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
“福建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方
案有关情况”
新闻发布会，
对3年来福建
自贸区建设情况做了回顾，并解读了
《进一步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开放方案》，依此方案，
福州、厦
门以及平潭综合试验区三个片区对下
一步的具体落实措施进行了介绍。
《深改方案》围绕进一步提升政府
治理水平、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等重点领
域，
提出 21 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突出体
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总体要
求、制度创新核心理念、服务国家战略
重要使命这三大特色。
在贯彻落实《深改方案》方面，
福州
片区制定了《关于贯彻<进一步深化中
国（福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
实施方案》，总共推出了 150 项试验任

务。包括
“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
“深化
投资项目审批全流程改革”
“赋予台企
台胞同等待遇”
“便利人员往来”
“建设
物联网产业基地”
等。
厦门片区在年初先行部署推动的78
项任务的基础上推出132项厦门片区贯
彻落实《深改方案》试验任务，
在今后2-3
年中推动落实。包括28项进一步推进投
资贸易和人员进出便利化举措、
45项突
出深化对台和
“海丝”
沿线国家与地区经
贸合作举措、
6项完善保障机制举措等。
平潭片区初步制定了深化改革开
放实施方案，
共计4个方面近200项试验
任务。包括加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保
护，
创新人才工作运行机制，
实施
“两岸
英才”
行动计划、
推进
“证照分离”
改革试
点、
加快建设海西隔检中心、
探索建立招
投标双轨机制等。
据《福建法治报》

海南自贸区：
招商引才平台
“海招网”上线试运行
在日前海南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传来消息，为更好服务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
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建
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招商引才网（以下简
称
“海招网”
）。目前，
网站第一阶段建
设已基本完成，
并于 10 日上线试运行。

据介绍，海招网将按国际标准打
造一个安全、高效和实用招商引才平
台，实现 PC 端和移动端的互联互通，
实现动态交流、动态洽谈和动态服务
功能；实现“互联网+招商+招才”的全
流程服务功能。下一步将完成全部功
能建设，包括开通互动交流版块的网
上直播与网上洽谈等功能。据新华社

·缤纷舞台
全国最大规模公益性普及型品牌演出走过 12 年

12 位歌唱家携手为东方市民音乐会庆生
育英才无数，
也是世界乐坛重要的单簧管
演奏家。6 月 29 日，
他的两位儿子将在东
艺以一场明星二重奏音乐会，
纪念父亲的
成就。

作为国家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
陆家嘴信托荣誉呈现·东方市民
音乐会自2006年创立以来，
一直受到市民
热捧，
品牌口碑持续攀升。特别是2012年
开始推出的市民晚场版，
全场80元票价为
主，
市民可以
“高性价比”
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享受到高品质的晚间常规音乐会。
今年，
东方市民音乐会将迎来12周岁
生日，
自 6 月中下旬开始，
将有 3 场围绕这
一庆典的祝贺演出，
邀请中外音乐界的翘
楚为东方市民音乐会庆生。

12位歌唱家联袂欢歌
送上特别的
“生日祝福”

公益音乐品牌
走过传奇12年
东方市民音乐会以“高贵不贵、文化
亲民”
为宗旨，
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公益性、
普及型品牌演出，其周末版更以全场 30
元、
50元、
80元，
学生票仅售15元的亲民票
价延续至今。这些年来，
不断有大牌名家
主动加入，
除了本土力量，
世界顶尖乐团与
指挥大师门的加盟，
更是让这一品牌在观
众中树立了口碑。
2006年7月29日，
东方市民音乐会举
行了首场演出。当年 10 月 28 日，率 BBC
交响乐团来沪演出的指挥大师贝洛拉维
克（已故）现身东方市民音乐会，
他指挥上
海爱乐乐团演奏的《春节序曲》被传为佳
话。2010 年 5 月 1 日，
指挥大师家罗杰·诺
林顿爵士执棒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
团，
为上海世博会奏响
“晨曲”
。曾携维也
纳爱乐到东艺演出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
在了解到东方市民音乐会的情况后感到
惊讶，
并亲笔为东方市民音乐会题词：
“为
上海长年拥有年观众达十万人次的音乐

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将携手 12 位歌唱家，
带来经典歌剧选段与中外名歌名曲音乐会。
普及品牌演出而赞叹。
”
2010 年，东方市民音乐会走出上海，
走向常州、
泰州、
温州、
合肥等泛长三角城
市，并逐步走向全国，全年演出规模达百
场。
今年 6 月，
东方市民音乐会将迎来 12
周年庆生。往年，
每次庆生音乐会都给观
众留下了隽永的回忆。2007 年 7 月 14 日，
东方市民音乐会 1 周年庆音乐会上，
上海
本土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与上海爱乐乐
团携手演出；
2009年7月25日，
3周年特别
专场由巴西指挥家查伟革执棒澳门青年
交响乐团；
2011 年 7 月 3 日，
曾执棒过东方
市民音乐会的汤沐海、
曹鹏、
王永吉、
张亮
四位著名指挥家同台，
1名8岁的小琴童作
为第 5 位小指挥出场，
一同为东方市民音

乐会的5周岁庆生；
2015年8月9日，
第500
场演出，
由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大师
理查德·厐信的带领下，
与合唱团共同带来
完整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2017年10月
13日，
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与四川音乐学院
交响乐团联合献演东方市民音乐会的第
600 场演出，这一品牌累计观众预计突破
90万人次。

首席世家谱写传奇
悠扬旋律致敬父亲
平时，
想要现场聆听一场维也纳爱乐
或者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至少得花上
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在东方市民音乐

□东艺 供图
会晚场版的舞台上，
80元的亲民价格就可
以欣赏到由这两支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
演绎的音乐会。
2016年7月16日，
由维也纳的音乐世
家奥登萨默家族组成的单簧管三重奏组
合 The Clarinotts 就曾在市民晚场的舞台
完成了上海首秀。奥登萨默这个名字在
整个古典乐界是传奇般的存在。维也纳
爱乐与柏林爱乐这两支顶尖乐团的单簧
管首席，
加起来不过才五席，
奥登萨默家族
就“垄断”了其中的三席——家族的父亲
恩斯特与哥哥丹尼尔是维也纳爱乐乐团
的单簧管首席；
弟弟安德烈斯则是柏林爱
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
去年 7 月 22 日，恩斯特·奥登萨默不
幸因心脏病过世，享年 62 岁。恩斯特教

6 月 24 日，
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将在
副院长兼音乐总监董俊杰的执棒下，
携手
由中央歌剧院女高音天后么红、
中国新十
大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共同领衔的 12 位歌
唱家，
带来经典歌剧选段与中外名歌名曲
音乐会。
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可以说是近年
来蹿升的一匹黑马，本场音乐会也是该
团“走进歌剧”系列的一次品牌拓展。
为此，董俊杰指挥不仅排出近百人的强
大演出阵容，更是与文化部传统文化促
进会青年歌唱家学术委员会强强联手，
邀请到 12 位优秀歌唱家倾情加盟，包括
么红、韩蓬、去年摘得中国音乐金钟奖
声乐 （美声组） 最高奖的青年男高音歌
唱家王泽南、中央歌剧院著名男中音歌
唱家王立民等。
此次音乐会不仅演出阵容强大，曲
目方面更是融合了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以
及中外名曲，包括普契尼歌剧 《图兰朵》
中的 《今夜无人入睡》、威尔第歌剧 《弄
臣》 中的 《女人善变》、歌剧 《茶花女》
中的 《饮酒歌》，以及“西部歌王”王洛
宾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
娘》；被称为“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的
《大江东去》 等中国曲目，带给观众别样
的艺术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