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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南沙 

 3 月 29 日，南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开幕。南沙区政府工作报

告透露，2016 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3.5%。会上还透露，明年地铁

四号线直达海边南沙客运港；地铁十八号线明年开建，2020 年建成；投资 500

亿建设南沙商务机场。“十三五”期间南沙区计划打造 223 个重点项目，总投

资接近 5469 亿元。 

 

 

 3 月 23 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南

沙区司法局、广州市律师协会联席会议制度签约仪式暨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南

沙法院举行。会上三方代表正式签署联席会议制度，南沙法院发布《广州市

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的若干规定》。 

 

 

 3 月 31 日，南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补选了曾进泽

同志为南沙区人民政府区长。2015 年 12 月 31 日，曾进泽被任命为南沙区代

区长。 

 

 

产业政策 

 根据全省进一步高标准建设自贸区的战略部署，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近日出台

了 15 条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将主要从保障指标和

加快审批入手为项目落地上“双保险”。 

 

 

 商务部、税务总局日前下发《关于天津等 4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业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商务部、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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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将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内的内资租赁企业融资租赁业务试点确认工作委托

给各自贸试验区所在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税务

局。对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外的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仍按现行规

定和程序办理。此举是为了支持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行业积极探索、先行先

试，促进融资租赁业加快发展。 

 

 

产业动态 

 23 日上午，南沙区在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上与欧美、香港及内地大型企业、商

协会等多家机构签约项目 42 个，涉及投资金额达 961 亿元。其中，中铁和中

铁建将打造国家高铁“走出去”基地。 

 

 

 3 月 23 日，广东对外开放重大平台广州南沙推介会暨南沙新区融资租赁政策

发布会在南沙区行政中心举行。推出《广州南沙新区关于促进融资租赁业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促进南沙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扶持暂行办法》，希望

能进一步为南沙的融资租赁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实现南沙的金融创新

体系建设。 

 

 

 在“3·23”签约仪式上，南沙与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和机构共签订 42 个

重大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达 961 亿元。其中，与建设广州国际航运枢纽相关

的重大项目成为签约仪式最大亮点。广州港务局副局长袁越在推介会上表示，

南沙是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运枢纽的唯一核心和最重要的载体，

“十三五”期间，南沙的港航建设投资将超过 3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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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观 

南沙在 2016 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上开展专题推介 

来源：南沙区宣传部 

 

 

  “海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现场。 

  为广泛宣传南沙“双区”叠加优势和作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

战略地位，向中外投资者展现南沙蓬勃发展态势和自贸区获批以来最新的发展成

果，推介南沙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3月 23日，作为市政府举

办的“动力源 增长极——国家中心城市与三大战略枢纽建设”广州国际投资年

会的重要环节，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海丝之路 开放

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会议吸引了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德国莱茵 TUV集团、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英国贸易署等外国驻穗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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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比卢商会、洛杉矶中华总商会、英国中华总商会商业协会等高层及会员企业

代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山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等教

育科研机构代表等近 150人参加。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

管委会主任、南沙区委书记丁红都，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南沙区代区长曾进泽，以及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有关领导、

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活动。 

 

  “海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现场。 

 

  “海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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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进泽向各位参会嘉宾介绍了南沙的基本情况、发展机遇、建设情况和发展

目标。曾进泽表示，当前南沙迎来了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战

略、珠三角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重战略机遇集中叠加期，国家赋予南沙

连通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打造广东省对外开放大平台、建设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的历史使命，并已正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重点。

已经基本绘就了未来发展蓝图，正积极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

端制造等产业，不断提升区域交通枢纽功能，完善和强化城市功能主骨架，推动

改革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双区叠加的政策体系，形

成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开发建设不断加速的良好态势。 

  2015年南沙的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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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进泽还介绍，“十三五”期间，南沙将以自贸试验区为根本定位，全面提

升国家新区战略功能，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规则机制，建设广州“三中心一体系”

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功能区，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创新枢纽的主要承载

区，打造广东对外开放重大平台和我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将努力

实现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走在前列、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显著增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迅速突破、现代城市格局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全面

进步、民生福祉大幅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自根向各位参会嘉宾介绍了

南沙的投资贸易创新措施和“双区”叠加优势。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一是建

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了以智能化通关体系

为重点的贸易便利化监管模式，三是完善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

管制度，四是实施以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为目标的金融开放创新。 

国家和省、市先后赋予了约 558条政策措施，初步构建了上下合力推动南沙

发展的政策体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和欧莱雅广州南沙工厂总经理罗云也

现场与各位参会嘉宾分享了对南沙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的看法和投资经历。他们

一致认为，南沙具有国家新区、自贸区、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优

势，区位优势突出，立足广州千年商都和国家中心城市，背靠珠三角世界级制造

业基地和 6000万人口的城市群，汽车等产业基础坚实，航运人才、技术支撑体

系较为完善，在投资和营商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高小平指出，南沙的改革是

以制度创新为引领、“放管服”三管齐下的改革，南沙的探索不仅提供了促进自

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最新样本，也揭示了供给侧改革的关

键性思路，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罗云分享了在南沙的投资经验。罗云讲述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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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从前期洽谈、行政审批、监管验收等落户流程中享受到的南沙高效和透明的

行政服务，他还指出，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势和特点，将为企业的进出口业

务提供极大的便利性。 

  广州港务局副局长袁越在会上介绍了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情况，她介绍，

南沙是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运枢纽的唯一核心和最重要的载体，具有

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无可替代的港口资源优势、首屈一指的国际化环境优势,

当前南沙港已可靠泊世界最大吨位的集装箱船艾玛—马士基和“地中海奥斯卡”。

与广州港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港口数量已达 30个，即将与德国汉堡港缔结

为友好港。“十三五”期间，将继续以南沙港区为重点，开展广州港深水航道拓

宽工程，估算总投资 27.7亿元，将满足 10 万吨级集装箱船与 15万吨级集装箱

船双向通航，专业化深水泊位、锚地、疏港铁路等一批项目也相继启动，预计港

航建设投资超过 350 亿元。 

  在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叠加吸引下，南沙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已成

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企业迅速集聚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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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签约 42 个项目涉及投资金额达 961 亿元 

来源：南沙区宣传部分享到百度贴吧 

 

  “海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3月 23日下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洛杉矶中华总商

会等商协会代表，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美国 AA肉类食品有限公司、香港经纬集

团等企业代表，与中外商界精英共约 350人参加了“海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

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广州市委常委、

南沙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南沙区委书记丁红都同志致辞并见证了签约仪式。 

 

  南沙签约 42个项目涉及投资金额达 961 亿元 

会上，南沙区代区长曾进泽介绍了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经济发展、开

发建设成果以及整体政策优势。同时，南沙与欧美、香港及内地大型企业、商协

会等多家机构共签约项目 42个，涉及投资金额达 961亿元，涵盖了航运物流、

金融创新、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总部经济、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城市建设等多个

投资领域，充分展现了南沙发挥海丝之路重要枢纽、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大平

台及国际航运枢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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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签约项目中，中铁和中铁建等项目将促进南沙利用自贸区平台，建设

21世纪海丝之路重要枢纽，打造国家高铁“走出去”基地和提升产业辐射核心;

欧洲珠宝创意产业园、香港经纬集团全面合作等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南沙与

欧美和港澳的全面经贸联系，延伸了南沙面向全球、深化港澳合作的空间;国机

汽车进口大平台项目、AA华南冷链物流基地等项目，将强化南沙航运枢纽功能;

中铁隧道高铁盾构机研发生产基地、精雕高端数控机床华南总部等项目，将助推

南沙高端装备制造和创新驱动形成链式互补效应。 

  推介会后，南沙区组织了南沙营商环境及发展成果系列专题推介会座谈会，

座谈会由 5场分论坛活动组成，主题涉及特色金融、航运物流、科技创新和高端

制造等产业研讨和明珠湾区起步区平台推介等，不仅展现了南沙新区、自贸区南

沙片区的政策及机制创新亮点，还体现了最新建设成果，受到了与会境内外客商

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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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投资优势南沙一年引来 7589 家企业 

文章来源：南沙区新闻中心 

  多重战略机遇集中叠加发展 “双区”建设晒出靓丽成绩单 

 

推介会上， 中外客商在全神贯注在听取介绍。 

  3月 23日，在 2016广州国际投资年会期间，南沙开发区管委会举行了“海

丝之路 开放平台 航运枢纽——南沙新区、自贸区南沙片区推介会”。会上，南

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南沙区代区长曾进泽向各位参会

嘉宾介绍了南沙的基本情况、发展机遇、建设情况和发展目标,他表示，南沙在

“绘就蓝图、构建产业、打造枢纽、完善功能、创新制度、落实政策”等六大方

面，形成相当的投资优势。欢迎海内外的投资者来南沙创业发展，共享南沙自贸

试验区与国家新区“双区”叠加的美好明天。 

  区域经济引擎作用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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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进泽表示，南沙已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正着力构

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提升区域交通枢纽功能。

按照南沙区内、与广州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三个层面构建联系紧密、方便快捷

的交通网络，打造珠三角交通枢纽。 

  针对自贸试验区各区块的开发建设，曾进泽表示，明珠湾起步区区块形成了

快速建设局面，蕉门河中心区区块形成功能快速集聚态势，海港区块已启动航运

服务集聚区和商务配套功能区规划建设，南沙湾区块高端商务及配套设施初具规

模。“南沙片区的制度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介绍，“南沙正积极探索建立

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经验。 

  2015年，全区新设企业 7589家，同比增长 320%;新增注册资本 964.8 亿元，

同比增长 255%;合同利用外资 27.9亿美元，同比增长 64.7%。目前正在推进重点

在谈项目 143个，涉及投资总额 3220亿元;投资额超过 500万元的在建项目 371

个，涉及投资总额 1557 亿元，区域经济引擎作用初显。 

  努力实现 8大目标 

  曾进泽还表示，“十三五”期间，南沙将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经济实力

快速提升，二是自贸试验区建设走在前列，三是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显著增强，四

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迅速突破，五是现代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六是生态文

明建设全面进步，七是民生福祉大幅提升，八是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新政】 

  南沙融资租赁业新政首次亮相 

  新能源车融资租赁最高补贴 500 万元 

  本报讯(记者罗瑞娴)在 3月 23日下午举行的金融分会场推介会上，南沙开

发区金融局首次对外发布《关于促进广州南沙融资租赁业发展暂行办法》(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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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明确了南沙融资租赁独有的补贴政策。其中，对飞机租赁业务

每年最高可获得合同额 2%的补贴，对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融资租赁业

务，单个项目最高补贴可达 500万元。 

  注册资本达 2亿视同总部 

  《暂行办法》显示，按照实收资本计算，注册资本规模达到 2亿元以上，无

论是新设、迁入、或已设立的融资租赁企业，视同入区的总部型企业，将享受企

业落户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奖、办公用房补贴、人才补贴等相应扶持政策。 

  对于未认定为总部型企业的融资租赁企业(包括 SPV公司)，将对相关业务给

予政策补贴。其中，区内融资租赁企业为区内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或购入区内

企业生产设备的，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0.5%(含 0.5%)给予补贴，单个项目上限不

超过 500万元;注册在区内的 SPV公司飞机租赁业务按照项目合同额，经营性租

赁每年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2%(含 2%)给予补贴，融资性租赁每年按不高于合同额

的 0.4%(含 0.4%)给予补贴，补贴资金按照租赁合同年限，最长不超过 10年;注

册在区内开展船舶租赁的 SPV公司，经营性租赁每年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1.5%(含

1.5%)给予补贴，融资性租赁按每年不高于合同额的 0.35%(含 0.35%)给予补贴，

补贴资金按照租赁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 10 年;区内融资租赁企业开展不动产租

赁售后回租业务的，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3%(含 3%)给予补贴;区内融资租赁企业购

买区内生产的企业开展租赁业务的，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1%(含 1%)给予融资租赁

企业补贴;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在区内开展新能源汽车、配套充电电池及充电桩

租赁，按不高于合同额的 1%(含 1%)给予补贴，单个项目补贴上限不超 500万元。 

  飞机租赁有千万美元补贴 

  补贴力度究竟有多大?以 3月 18日南沙完成的首单跨境飞机资产包交易为例。

两架 B737-800飞机合同交易额约为 1.05亿美元，合同期为 9.5年。按照《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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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南沙对注册在区内的 SPV公司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按每年按不高于合同

额的 2%(含 2%)给予补贴，则南沙每年将对天合租赁给予 210万美元的补贴。记

者了解到，该项目补贴期限定为 8年，补贴总额占合同总额的 16%，达 1600多

万美元。 

  根据《暂行办法》，南沙鼓励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跨境融资业务。按照其为境

外主体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对南沙新区年度经济发展贡献额的 50%给予奖励。 

  【成果】 

  一年增 11个 10 亿元级项目 

  自去年广州“3·26”国际投资年会以来，特别是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南

沙引进项目不仅在量上有大突破，在质上也有显著提升。 

  据统计，全区新落户项目平均注册资本规模为 1394万元，位列全市第一。

全区注册资本 1-10 亿元的中型项目 168个，同比增长 300%。注册资本超 10亿

元的大型项目 11个，同比增长 120%。世界 500强企业加速集聚南沙。其中，仅

过去一年，就有17个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注册落户南沙，总注册资本达171.2

亿元。此外，还有包括中铁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华润集团在内的 15个央企

在穗投资项目落户南沙。南沙作为大型央企华南区域总部、国际业务总部首选地

的地位不断显现。 

  新的一年，南沙将有包括国际邮轮码头综合体、中铁建南方总部基地、中交

明珠国际等 25个广州市重点项目投入建设。其中，安吉华南汽车物流中心项目、

嘉诚无水港项目、广丰三厂等 20个项目均被纳入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工程，国际

航运枢纽地位不断凸显。 

  【经验】 

  去年 25项创新经验走向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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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电商监管模式走向全国 

  南沙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年以来，南沙在制度创新、改革发展、特色产业、开

发建设等各方面都初步取得了显著成效，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

连续 8个季度排名全市第一。 

  不仅如此，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创造的 27 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中，

涉及南沙的就多达 25 项!其中，由南沙首创的跨境电商监管模式，更作为去年国

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审定的 8个“自贸区最佳

实践案例”之一，代表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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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全国率先建立质量溯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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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首要任务。挂牌一年来，南沙片区围绕促进投资贸

易便利化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经验。 

  企业足不出户办理通关手续 

  2015年 10月 25 日，广州海关率先在南沙试点启动的“互联网+易通关”改

革，企业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自助报关、归类审价等各项通关

业务。“改革以后，在南沙报关真正做到‘零跑动，零耗时’。” 

  南沙还首创“以政府采购形式支付查验服务费用”，所有查验费用由政府埋

单。目前南沙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已与南沙自贸试验区官网、一口受理大厅

实现链接，企业登陆官网即可办理报关、报检等业务;实施快速验放机制，海关

通关时效提高 50%以上。此外，推出市场采购出口“南沙”模式、检验检疫全流

程无纸化等一大批贸易便利化创新举措。 

  “十一证三章联办”全国领先 

  南沙片区在全省全市率先推行“一口受理”新模式，“一照一码”改革在全

国率先拓展至工商、质监、国税、地税、海关、社保、统计、商务 8 个部门，实

现“十一证三章”联办，市场准入联办证件数量和速度全国领先;在推出企业帮

办无偿服务的同时，全流程“电子税务局”、国地税“一窗通办”、政务邮政全

省免费速递等标志性改革渐次推出。 

  “真知码”一扫真假全知晓 

  用智能手机扫一扫奶粉的“真知码”，即刻就能看到奶粉的产地、成分、入

境口岸、CNAS证书等所有信息， 依托“智检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南沙在全国

率先建立首个跨境电商商品质量溯源平台，所有经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进出

口的跨境电商商品质量信息都可在线进行快捷查询。消费者只需输入订单号、身

份证号、快递单三项中的任一信息，即可快速查询商品名称、数量、货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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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国、生产企业、入境口岸等 18项信息。通过与境外第三方检验机构合作，

质量溯源链条成功延伸至国外，掌握进口产品的“出生证”，支持消费者在线查

询。 

  产业：“三中心一体系”引特色产业集聚 

  航运物流：吸引超千家企业进驻 

  2015年，新开辟 15条国际班轮航线、10 个“无水港”业务点和 5条“穿梭

巴士”支线。南沙港的货物年吞吐量达 2.82 亿吨，单个港口排全球前 12位。过

去一年，南沙新增的航运物流企业就达 1066 家。 

  融资租赁：引进 122 家融资租赁企业 

  2015年 9月，广州市首架以 SPV形式引入的飞机落地南沙并交付使用。全

市唯一的金融租赁公司珠江金融租赁开业半年合同金额近 80亿元。截至今年 2

月末，落户南沙的金融及类金融企业共 961家，其中融资租赁类 122 家，注册资

金 360亿元，企业数量和业务规模超过全市一半。今年 3月 18日，广东自贸试

验区首笔飞机租赁资产包跨境交易举行交付仪式，2架波音 737-800 型飞机资产

包成功由境外转至南沙新区片区。 

  跨境电商：“南沙模式”走向全国 

  去年 5月 1日，南沙首家风信子跨境电商直购体验中心开业，40 余家跨境

电商企业进驻体验店，展示实体商品，实现“线下展示体验，线上下单网购”的

O2O运作新模式。去年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交易额突破 13.8亿元人民币。 

  现代服务业：50 家总部企业落户 

  高端商贸、航运物流、特色金融、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目前，南沙已经有 4万多户各类市场主体登记在册，

在总部经济、创新金融、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新领域迅速集聚起一大批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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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企业。包括中国铁建华南总部、中国交建国际业务总部、中铁隧道全国总

部等 50多家各类总部型企业，形成了高端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态势。 

  先进制造业：将建高铁“走出去”基地 

  南沙目前已拥有广汽丰田、中船龙穴造船基地、东方重机等多个重量级高端

制造企业，由此集聚了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截至去年末，南沙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 2864亿元，同比增长 8.5%。以东方重机、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龙头企

业为依托，将规划建设重型装备成套供应和高铁“走出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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