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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25 分，记者走进东莞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中心园区内的东莞国
际邮件互换局，只见总控室内的云数
据大屏幕上，实时变化着的“当日货
量”已达 50205 件，“当日货值”为
300589 美元，3C 电子、服装配饰、玩
具……品类丰富的“东莞制造”产品
从该园区直接发往全球 200 个国家和
地区。

自去年 7 月份东莞获批国家第三批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来，跨境电
商蓬勃发展，为“东莞制造”插上了飞
向全球市场的翅膀。目前，东莞跨境电
商类企业已超过1万家。2018年，东莞
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 370.1 亿元，排
名全国第一。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东
莞邮政发出国际小包5619.1万件，日均
27.1万件。

东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与国内其他跨境电商综试区相比，
东莞最大的优势是制造业发达且门类齐
全，是国际国内重要的货源地之一。当
前，东莞正紧紧把握综试区建设契机，
打通跨境电商全产业链生态圈，力争把
东莞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
进出口基地，为全国跨境电商健康发展
探路。

建载体——

跨境电商园区“多点开花”

在东莞市虎门港综合保税区，记者
在东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 内东莞邮
政的云集电商仓库里看到，工人们正在
自动包装流水线上忙碌地处理货物。化
妆品、保健品等国内消费者“海淘”货
品经过该系统时，分拣、包装、称重、
申报全环节的视频和信息都被存在云
端，便于海关溯源监管。“我们创新了联
网式、嵌入式监管理念，推动企业数据
向海关开放共享，促进企业物流链全流
程整体提速。”沙田海关保税物流监管科
科长蔡庆华说。

“得益于东莞获批跨境电商综试

区，今年中心内的保税电商进口货物快
速增长。截至9月底，从中心出区的包
裹共计 104.4 万票，是去年全年总额的
近4 倍，初步形成了跨境电商保税进口
生态链，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沙田海
关副关长黄国华说，目前已有网易考
拉、拼多多、云集、洋葱等 19 家电商
平台入驻。

今年以来，东莞市跨境电商业务
呈现出“多点开花”态势，虎门港综
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爆发式增长就
是一个缩影。东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东莞在建设跨境电商综试区
过程中，着力打造各类园区载体，在
重点推进跨境电商中心园区建设的同
时 ， 搭 建 起 全 域 跨 境 电 商 园 区 载 体
网络。

以东莞跨境电商中心园区为载体，
东莞全力打造领跑全国的“园区仓储＋
公共平台＋智能核放”跨境电商“东莞
模式”。记者在该园区看到，跨境电商出
口和国际邮件业务正蓬勃开展。2018
年，园区平均每天报关检验出口货车达
30 辆，国际小包累计出口 7652 万件，
为外贸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同时，
一个集办公、在线交易、仓储物流、保
税仓、人才培训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平台已现雏形。园区还依托口岸功能优
势，与深圳湾、广州机场、东莞石龙站

“一带一路”中欧班列以及香港等口岸联
动，形成了内外联动、优势互补的口岸
经济格局。

目前，通过在遍布东莞的多个制造
业重镇布点，全域跨境电商园区载体网
络已初步形成。据介绍，东莞沙田、长
安、凤岗、常平等镇的海关作业现场都
布局了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与零售进口功
能，引入了物流、外贸综合服务等市场
主体。虎门港综合保税区、清溪保税物
流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都在积极开
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探索。今年 1
月份，东莞首票保税进口商品在虎门港
综合保税区顺利通关；8 月份，清溪保
税物流中心成功测试通过了跨境电商进
口BBC业务。

强产业——

搭建与制造业对接平台

走进虎门港启盈国际快件中心，该公
司执行董事凌利霞告诉记者，阿里巴巴旗
下菜鸟网络入驻该中心以来，日均从这里
发出国际快件50万单；即将到来的“双11”
期间，预计每天将有200万单快件发往世
界各地。菜鸟正在打造一张“全球72小时
必达”物流网络，优化中小卖家和消费者物
流体验，为制造业创造更大利润空间。

凌利霞透露，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阿里巴巴把香港作为全球化战略的重
要市场，助力东莞成为辐射珠江口东岸的

“跨境电商区域中心”，带动和扩大地区产
品走向全球。目前，阿里正加速布局华南
跨境电商网络建设，已在东莞沙田投建新
的智能化分拨仓库，设计仓容17万立方
米，明年将投入运营。

引进龙头企业，是东莞促进跨境电商
发展的重要抓手。东莞市商务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全球网购产品中有三分之
一产自东莞，东莞牢牢把握产业货源优
势，开展有针对性招商引资，瞄准阿里巴
巴菜鸟网络、网易等优质平台企业，搭建
龙头企业与制造业对接平台，以销带产、
以产促销，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出口放量
式增长。

与此同时，围绕“让东莞制造插上电
子商务的翅膀”总目标，东莞致力于推动
制造企业“触电”升级，引导传统制造企业
加快工贸分离、研发设计、创建品牌、拓展
市场等方面的转型步伐。2018 年，东莞
跨境电商进出口申报总数超过3.6亿票，
涉及品类超过4300种，以手机及零部件、
塑料制品、五金制品、服装鞋帽等优势产
业为主。

东莞还着力打造连接全球的高效物
流渠道。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及欧美
等地设立海外仓，推动跨境电商与“一带
一路”物流渠道融合，加快广东（石龙）铁
路国际物流基地建设，完善多式联运服务
机制。当前，东莞在欧美等地已布局海外

仓约20个，将利用东莞成熟的保税仓、保
税物流中心等和海外仓互联，打造有竞争
力的出口跨境电商供货体系。

优服务——

机制创新化解企业痛点

“7 天无理由退货”是电商行业的普
遍规则，可跨境电商网购商品退货时由于
手续繁琐，时限难以保证，一直困扰着消
费者和电商企业。沙田海关在支持东莞
建设跨境电商综试区过程中，推出了“保
税电商退货回区”服务，实现了退货清单
电子化自动审核，企业无需再跑到海关办
手续，彻底解决了消费者退货难题。“未来
会有更多电商企业看到东莞的政策机遇
和发展潜力。”沙田海关关长杨晓勇说。

东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跨境
电商综试区建设一年来，东莞构建起了跨
境电商综试区“1+5”政策体系，并针对电
商企业发展的难点和痛点，创新全流程服
务机制，推动跨境电商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一方面，东莞着力完善新业态、新模
式市场准入便利化机制。特别是去年在
跨境电商中心园区建立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综合试验基地，加快推进全程电子化登
记和集群注册等商事制度改革，探索开办
企业“全链条”服务新模式，实现了1个工
作日办结企业登记事项的“东莞速度”。
2018 年，东莞新增跨境电商主体超过
5000个，增长400%。

另一方面，东莞建设了“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将跨境电商监管
服务延伸到线上，实现在线申报、监管、物
流、支付等全流程跟踪功能，提供通关、结
汇、退税等便捷服务。截至8月底，东莞
企业共通过该平台申报业务2.6亿票，涉
及货值258亿元。

同时，东莞还努力健全跨境电商事中
事后监管机制，在符合条件的海关作业现
场高标准设置 CT 机分拣线等监管设
备，并探索进口商品溯源机制，确保通
关时效与产品安全两不误。

构筑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进出口基地——

跨境电商助“东莞制造”飞向全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在虎门港综合保税区，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正在打造一张“全球72小时必达”物流网络。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广东东莞借助获批

国家第三批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这一契

机，打通跨境电商全产

业链生态圈，力争打造

成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基地，跨

境电商蓬勃发展，为

“东莞制造”插上了飞向

全球市场的翅膀。

每周二和周五，在江苏新沂港二期
集装箱码头，“佳翔 1678”和“皖巨龙
8”2艘集装箱专用货轮满载着大米、玻
璃以及瓷砖的集装箱缓缓出港，分别驶
向广州和湖北恩施。

“水上集装箱航线的开通，节约了运
输成本。”看着装有22个瓷砖集装箱的
货轮渐渐驶离港口，湖北恩施建材批发
大户崔天旺开心地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从山东临沂批发瓷砖到湖北
恩施，由于不通火车和水运，只能靠汽
车运输，路途远、路况差，产品损耗
大，每吨运费高达420元，遇到恶劣天
气，运输周期还要延长。新沂水上运输
开通后，临沂提货后直接在新沂港装
船，运输成本节约50%以上，每吨运费
只要190元。

新沂港集装箱始发班轮开通后，使
新沂港水路运出的内外贸集装箱通过
江、海内支线，经由连云港、上海、南

京等港口实现直接与欧美国家主要港口
集装箱班轮航线“零对接”，每年将为企
业节约3亿元运输成本。

“我们依托南京港集装箱航运体系，
利用水运低成本优势，围绕新材料、木
材、化肥等大宗货物，形成‘磁吸聚
合’效应，成为区域大宗原材料交易路
由中心，实现交易和流通联动并存。”江
苏南京港新沂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强兴
松告诉记者，目前东方雨虹、瑞图建
材、阿尔法等一批防水材料领军企业相
继落户新沂，实现临港产业集聚集群
发展。

随着9月底新沂通用机场完成试航，
在新沂境内公、铁、水、空、管等各种运输
方式互通融合，已形成无缝对接、便捷高
效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交通条件在
全国县级城市中屈指可数。

在此情形下，新沂立足互联互通，
围绕完善交通运输功能，强化交通运输

方式转换，在多式联运框架下加快建设
六大物流园区，构建三大物流产业集聚
区，通过枢纽与园区融合发展，将枢纽
优势转化为物流优势、将物流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新沂创新枢纽、物流、产
业联动模式，探索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双轮驱动发展之路。

目前，新沂公路港物流园已入驻邯
钢附企、上海一等物流企业 70 多家，
2017年营业收入约8亿元，纳税约5000
万元；国际铁路物流园与上海铁路局合
作建设国家二级区域性铁路物流园区、
集装箱二级节点货场，着力打造新亚欧
大陆桥东端智慧国际物流港；新沂美妆
电商园作为全国最大的美妆仓储园区，
目前已入驻电商企业176 家，入驻品牌
361 个，日发单量突破 6 万单，年销售
额突破30亿元；新沂快递物流园作为江
苏第一个快递物流园区，2018年快递进
出港突破6500万件，占据徐州快递量市

场份额的26%。
与此同时，新沂还通过设立“商贸

物流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吸引各类经济
要素汇聚新沂。目前，新沂拥有规模物
流企业 800 多家、物流个体户 1500 余
户，物流从业人员达 3 万余人，企业的
物流成本比周边地区低15%至20%。依
托国际铁路物流园，通过铁路专用线联
动新沂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加强
与中欧中亚班列及沿线物流园联系，成
为服务中亚中欧班列前端的“收货人、
服务商、揽货部”，打造中亚中欧班列始
发站前端集散枢纽。

“我们将全力推进枢纽、物流、产
业三大优势有效转换，以枢纽优势催生
物流优势，以物流优势加速产业集聚，
促进产业与物流深度联动、融合发展，
叫响‘枢纽新沂、物流天下’品牌。”
对于未来发展，新沂市委书记高山信心
满满。

江苏新沂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无缝对接——

叫响“枢纽新沂 物流天下”品牌
本报记者 蒋 波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经过4个月试运行，上
海宝山“1+9”支持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系统于 11
月1日正式上线。这标志着
上海宝山区“产业扶持线上
一网通办”建设迈出关键一
步，进入全面打响宝山高效
政务服务金字招牌的新阶
段。

上海宝山区自 2011 年
起实行支持产业发展“1+
9”系列政策，“1”指的是
加强“调结构、促转型”支
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
若干意见，“9”指的是关
于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
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
金融服务、文化创意、农业
产业化、人才发展等9项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自相关政
策执行以来，围绕区域重点
产业“1+4+X”，积极延伸
邮轮经济全产业链，着重发
展“智能制造、新材料、平
台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支柱产业及以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建筑科技等为代表
的相关产业，共投入近 20
亿 元 ， 扶 持 8000 余 个 项
目，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顺
利落户，一批创新型企业茁
壮成长，一批重大转型项目
落地，一批创新载体快速发
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网通办”是今年上
海市政府“互联网+政务服
务”改革的重头戏，上海宝
山区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从以往的

“以部门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企业登录“上
海宝山”门户网站企业“管家小宝”，可以查看宝山区
所有的产业扶持政策和申报指南，并能方便地筛选查
找，快速定位符合申报条件的产业政策申报项目。

宝山区产业扶持平台以上海市法人库、上海市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和事中事后平台为依托，构建跨层级、跨
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产业扶持申报系统

“一次验证”各类企业基本信息和备案信息，后台通过
数据整合，精准推送给相关职能部门，实现全流程跨层
级跨部门信息共享。企业实名认证后，即可线上提交申
请材料，再到线下提交书面材料，实现“一口受理”

“最多跑一次”。资金申报审核进度可在线实时查看，一
目了然。

接下来，上海宝山区将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进一步完善“1+9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
系统”，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完善政务服务网络，为
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管家式服务，让企业感受到政府办
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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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打造全球最大、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生产
基地和国内产业链最完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体系目标加速迈进。”在山东莱西举行的“2019
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年会暨高峰论坛”上，作为国内新
能源汽车产业重镇的莱西向与会嘉宾亮出了这一目标。
据悉，当下莱西正奋力打造新能源汽车百亿元级企业、
千亿元级产业链。

近年来，莱西注重以平台思维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化，深化与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合作，着力打造国内
产业链最完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
系。北汽新能源汽车莱西生产基地总投资50亿元，占
地 1600 亩，设计产能 35 万辆。2015 年落户莱西，实
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2018年产量达
到了9.8万辆，二期于今年上半年投产，拥有完整的冲
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工艺，是国内第一张新能源汽
车生产牌照、第一家新能源汽车行业国家级绿色工厂获
得者。

北汽新能源青岛基地落户莱西以来，建成了全国首
个产能过10万辆的生产基地，目前已具备年产30万辆
的产能，打破了单月产量世界纪录。近期，青岛市出台
了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12条意见，把莱西新能源汽车
生产基地作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半岛一体化发展先行
区，这必将为莱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创造新机遇，注
入新动力。

当前，莱西正致力于构建国内产业链最完善、技术
水平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长春住电、韩国
DAT、盛瑞智达、鸿基合创、郎德机械、海沃汽车以
及中铁中基、康太源物流等一大批汽车零部件和物流配
套企业纷纷落地和投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断完善。
其中，总投资30亿元、年产能10GWh的国轩高科青岛
生产基地已建成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智能化动力电池
生产线，韩国耐克森轮胎生产基地，年产半钢子午轮胎
2100 万条，是保时捷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重要供应
商。华通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青岛城投零部件产业园等
专业化园区正在建设，通过个性化厂房定制，满足“拎
包入住”需求。中科产业城正式开园，首批36个产业
项目集中入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技术支撑。

据了解，通过联合举办“2019中国汽车零部件行
业年会”，莱西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完
善产业链、技术链和产品链，加快建设集电池、电机、
电控三大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配套完备的全产业链生
产基地，构建起集配件生产、整车制造、产品销售、物
流运输、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千亿元级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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