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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广东自贸区成立引爆
电商市场，深圳前海进口电
商业务迅猛发展。据深圳
海关统计，截至 3 月 16 日，
今年以来，该关直属蛇口海
关共审核验放进口电商物
品 72 万票，货值 7688 万元，
分别是去年全年的 14.4 倍
和 9 倍。目前已有天猫、聚
美优品、华润万家等 15 家电
商企业进驻。

为保障电商货物通关
顺 畅 ，深 圳 海 关 用 硬 件 改
造、系统升级等手段提高通
关速度,同时结合电商运作
特点，在电商店庆促销等出
货高峰期主动加班加点，并
设立专门岗位和联络员及
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满足
企业 24 小时运营需求，确保

“当天下单、次日配送”。
据了解，在该关新的监

管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可
以将备货仓从海外直接迁
到前海湾保税港区。国内
消费者下单后，电商企业直
接在保税港区内完成分拣、
打包、贴条码等工作，商品
可以从前海快速配送到消
费者手上。一方面，跨境电
商商品进入保税港区集中
配送可进一步保障商品的
品牌信誉；另一方面，电商企业可以降低其运作成本，进
而让利于消费者，而消费者除了获得价格、品质等方面的
优惠外，还可以大幅缩短收货周期。

区内企业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晔告
诉记者，跨境电商的发展能够缓解境内消费者对境外物
美价廉商品的渴求，还可以避免直接“海淘”存在的物流
配送慢、售后服务难、通关手续繁等一系列问题。自贸区
成立以来，前海湾保税港区将发展成为全国进口跨境电
商集散中心，形成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改变
深圳出口强、进口弱的传统外贸结构，有利于深圳形成外
贸进出口更加平衡的格局。

目前，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作为深圳海关积极扶持的
外贸新增长点，出口的阳光化通道也早已打通，跨境电商
出口退税发展势头良好。2014 年以来至今，共审核验放
出口电商货物 14万票，货值 771万美元。

深圳前海进口电商业务迅猛增长

今年以来货值已达去年全年九倍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

“境内关外”推动成都外向型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吴天昊

天津服务贸易进出口逾200亿美元
打造东北亚服务贸易重要节点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商务委获悉：据统计，

2014 年天津市服务贸易进出口完成 223.3 亿美元，首次
突破 200 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8%。其中，出口 11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进口 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顺差 1.2亿美元。

天津市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2014 年将“大
力推进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和创新”作为工
作重点。同时，天津紧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大
力发展服务贸易：一方面积极扩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进一步开放，形成天津服务贸易发展新的突破口；另一
方面在优势领域树立自身的服务品牌，推进生产性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经济体
系，使天津成为东北亚地区服务贸易重要节点城市。为
此，天津先后出台了 《关于天津市金融支持服务贸易发
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天津市文化贸易发展的实施
意见》、《天津市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
2020年）》等文件。

长三角港口群支撑大通道
编者按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

国港口及港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持续

的动力,沿线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城市,

通过进一步优化沿海港口布局,拓展综

合服务功能,构建以港口为中心的陆、

海综合集疏运大通道,为“一带一路”

货物流通和贸易往来提供支撑。

长三角地区港口群作为参与全球

经济合作和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在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本栏目将分别聚焦长三

角、环北部湾以及山东沿海等地区的

港口群建设,透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

联动发展，通过构建快速便捷通畅的

交通运输网络，带动各地区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扩大区域开发开放。

3 月 24 日凌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的海
关检验检疫人员对 12 个货柜的进口葡萄酒进行查验、检
测抽样和清关工作。上午 10 点，这批价值 2000 多万元
的货物顺利通关，入驻园区进行保税展示。

这样高效的工作效率得益于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内
实行的“7×24”小时报关、查验、放行一站式、全天候服
务的创新机制，区内企业进出口货物经预约均可享受每
周 7天，全天 24小时的海关服务。

2012 年 7 月 25 日，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通
过国务院联合验收封关运行，成为国内首个扩区成功的
综合保税区。2014 年，双流园区实现产值 390.02 亿元，

实现销售收入 385.81 亿元，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 63.4 亿
美元，其中出口 46.7 亿美元，进口 16.7 亿美元。如今，在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进口商品展销中心可以买
到来自 20多个国家的上千款进口商品。

近几年来，成都突破区位限制，由内陆城市转变为开
放前沿，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的杠杆效应和配套的交通
建设功不可没。

综合保税区海关负责人代岷告诉记者，综合保税区
所实行的“境内关外”运作模式对国内外企业都有不小
的吸引力。外国商品存入综保区，可以享受“免证、免
税、保税”的优惠政策，只需交纳少量存储费用而不必

缴纳进口关税，而且还能自由出口；国内货物入区则视
同出口，实行退税；区内企业间货物交易不征收增值税
和消费税。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及双流园区充分发挥比
较优势，目前已吸引英特尔、富士康、德州仪器、戴
尔、纬创、仁宝等世界 500强企业入区发展，投资总额
超过 35亿美元。

据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邓继华介绍，成
都市目前借助综合保税区探索发展自贸经济，利用先发
优势在西部地区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已培育了综合保税
区内加工制造、维修检测、物流仓储、国际中转、离岸金融
等产业和人才，为承接产业转移制造了条件。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2014 年广西电子
信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527.51 亿元，同比增长
30.4%，成为全区第 10 个千亿元产业，提前一年实现“十
二五”时期产业发展目标。

目前，广西电子信息制造业初步形成以北海至桂林
的高速公路为主轴，以北海、南宁、桂林 3 个市为区域中
心的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其中，南宁市主要以生产通
讯、数字家电、智能仪表、新型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仪
器、电线电缆等产品为主。据了解，近几年，为扶持电子
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广西先后出台系列优惠政策措施，从
规划、土地、税收、物流、配套设施及资金等方面给予扶
持，加快引进国内外大型或骨干企业落户广西。

广西电信产业跻身“千亿方阵”
提前实现“十二五”目标

茶农在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茶园采摘春茶。目

前遂川县茶园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茶年产量达 5000 多

吨，总产值 3 亿多元，茶园成为该县 20 多万农民脱贫致富

的“绿色银行”。 李建平摄

上海连江系海，是“长江经济带”与“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上
海港作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以及国内最大的外
贸集装箱货物口岸，背靠中国最具产业活力的“长江
经济带”，成为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跨入新世纪时，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制定了“三大战略”：长江战略、东北亚战略和
国际化战略。

长江战略着重长江流域经济带与上海港的共同发
展，东北亚战略重点在于实现东北亚沿海经济腹地与
上海港的互联互通，两大战略的关键是构建上海港连
江系海的主枢纽港地位；国际化战略目的是要通过培
养国际化管控架构和管理体系，逐步实现“走出
去”，形成跨国码头经营的业务格局。

10 多年来，上港集团的长江战略已经取得了很
大成效。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的持续投资和对货源
腹地的精心培育，上港集团投资了宜宾、重庆、长
沙、武汉、九江、芜湖、南京、江阴和太仓等港口的
码头和物流资产，成立了配套的支线船队，累计投资
超过 30 亿元，长江流域各港口之间形成了既竞争又
合作的新格局。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表示，借助“一带一路”
之势，上港集团将分步实施“国际化”战略，完成集
团“一主多元，跨国经营”的战略布局。目前，上港
集团正在积极寻求海外投资、建设或运营集装箱码头
的项目。

像上港集团这样渴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很
多，有些在国外采购大量战略资源，需要物流渠道，
有些以跨境电商 B2C 模式经营，需要“海外仓”支
撑。上港集团不仅仅是码头、航线经营运营商，还是
港口物流服务商，与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型中
资企业合作，将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大家携手出海做
大做强，是上港集团想干的另一件大事。

建码头、配机械、投资开发相关物流设施，都需
要大量资本投入，从而派生出大量的融资需求。上港
集团具备雄厚的资本实力，也能为这些港口提供融资
租赁和供应链金融两类业务，满足港口建设开发和运
作的资金需求。在实现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与沿线经济体的自贸区之间对接后，更多商机将随着

“一带一路”推进不断涌现。

不久前，从江苏连云港到中亚哈萨克斯坦重镇阿拉
木图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通过半年的运作，我们实
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建成。”连云港港口集
团董事长白力群说。直达班列的开通不仅构建起陆桥
国际物流运输大通道，也促进江苏与欧亚各国在交
通、贸易乃至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和合作往
来，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连云港商贸物
流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连云港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独特的地理优势使连云港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东
方桥头堡，其铁路、公路、水路 （内河、海运）、管道
和航运五大运输体系齐全，辖区内的连云港港口是国
家主枢纽港、集装箱干线港、中西部最便捷出海港。
2014年连云港港口的吞吐量突破 2.1亿吨。

目前，连云港至北京、上海、广州等 10 多条航线
已开通；连云港至上海、青岛的沿海高速铁路已经开
工建设。江苏省交通厅厅长游仲庆说，今年将完成长
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一期竣工验收，开工

建设二期工程，力争开工建设连云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
期工程。

连云港与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水陆相连接。发
挥区位优势，连云港不断加大自身物流“砝码”，出台
了 《关于推进 2015年“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实施
方案》，启动建设徐圩、赣榆港区铁路支线以及金港湾
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以实现大物流的无缝对接；扩
大内陆场站规模，重点运营 36.78 万平方米的霍尔果
斯场站，使之成为过境运输的中转基地。

产业是港口的支撑，城市又是产业的依托，港城融
合发展是连云港未来的发展路径。根据《国家东中西区
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连云港市积极筹划搭建
港口、产业、城市的融合平台，以建设国际服务中心、区
域性国际商务中心和国际休闲中心为目标。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表示，连云港西牵陆上丝绸之
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做强港口、
做优物流，才能打出组合拳。下一步，连云港将重点以中
哈物流合作基地为依托，扩大与中亚国家的物流往来。

浙江省港航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14 年
底，宁波—舟山港的年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超越韩国釜山
港成为全球第五大集装箱港。其中宁波港集团货物吞吐
量超过 5 亿吨，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 2000 万标准
箱。

这一切得益于宁波—舟山港主动对接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提升服务水平、拓展腹地市场。目前，
宁波—舟山港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储运基
地，经宁波—舟山港中转进出长江沿线港口的货物达
到 1.78 亿吨，尤其是在铁矿石、石油、煤炭、液化
品、粮食五大货种大宗散货运输体系中，宁波—舟山
港的地位举足轻重。

据了解，2011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 《浙江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空间新布局
由此明晰，宁波—舟山港作为核心得以进一步强化定
位，旨在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细心

畅通、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港口体系。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郭剑彪告诉记者，从宁波

—舟山港的快速发展，到温州、台州、嘉兴港口的大
投入大开发大建设；从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跨海大
桥等港口集疏运体系的完善，到江河海一体联运体系
的建设；从领先全国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力
推进，到浙江省沿海港口煤炭、原油、矿石、粮食、
集装箱五大运输系统的逐渐形成，全新的发展思路正
在催生浙江全新的水上快速通道。

宁波市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全力推
动国际大港向国际强港转变，全面提升港口辐射带动
能力和国际市场开发能力，打造辐射长三角、影响华
东片的“港口经济圈”。“十二五”期间，浙江大港口
建设以宁波—舟山港为龙头，优化港口布局结构，加
快建设港口集疏运体系，形成联通南北沿海、长江沿
线、西南内陆、世界海洋的四大运输通道。

上海港：

海上丝路桥头堡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连云港港：

畅 通 海 陆 双 向 开 放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宁波 — 舟山港：

打 造 水 上 快 速 通 道
本报记者 黄 平

上港集团洋山深水港区作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