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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本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日前，由我国自主研发、覆盖
137个签约国家（地区）的“一带一路”重要城市天气预报服务专
网正式开通上线，公众可登录中国“一带一路”官网、中国气象局
网，实时获取目标城市未来5天天气预报。该网站填补了国家
级“一带一路”气象服务产品空白，标志着我国全球精细化气象
预报产品的研发与应用进入实质性阶段。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重要城市天气预报服务专网由
国家气象中心、中国气象报社和中国“一带一路”官网共同研发，
服务产品包括未来5天天气现象、气温、风向、风速、降水量等要
素，每12小时更新一次。

“这些预报产品特别考虑当地用户的需求、时区和文化差
异。”世界气象中心（北京）运行办公室副主任周庆亮介绍说，“以
往面向国外的预报都按北京时间，公众需要根据时区换算，此次
预报和发布均采用当地时间，同时还设置了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云图产品、各城市气候背景资料、相关资讯等内容与板块”。上
述气象信息服务模块不仅“镶”在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气象
局网上，还联机到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网站，全球有需求的用户
都可在此定制气象服务产品。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日前，黑山共和国在辽宁省沈阳
市中国（辽宁）中东欧16国国家馆举行经贸合作推介会。期间，
沈阳市贸促会与中国黑山商业联盟举行签约仪式。至此，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等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借助该合作平台与辽
宁企业牵手合作。

黑山共和国驻华大使达尔科·帕约维奇在推介会上介绍了
该国的特色产品和工艺品。他说，黑山共和国与中国有着传统
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双方政治关系稳定发展，高层交往频
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为开展互利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经前期不断努力，中黑商业联盟东北联络处正式成立，并于
国家馆内举行授牌仪式。此联络处的成立，将助力东北经济圈
加入“17+1”经贸体系，同时更好地促进东北地区与黑山共和国
的资源对接，实现产业资源互补。

推介会期间，在国家馆展厅举行了黑山共和国展贸中心揭
牌仪式，中黑商业联盟授予中东欧国家馆董事长李洪胜名誉主
席称号。据李洪胜介绍，中国辽宁与黑山共和国将进一步拓展
在旅游、教育、服务外包等领域开展合作，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实
现互利共赢。

日前，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森蒂亚市特福
陶瓷厂的工地，彩旗招展、喜气洋溢。一年半以前，这里还是一
片荒凉土地；如今，一座现代化陶瓷工厂拔地而起。该项目由广
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森大国际集团投资兴建，是塞
内加尔迄今为止吸引中国投入数额最大和雇用当地员工最多的
一个项目。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专程前来祝贺开工。塞内加尔坚定支持
中非合作，是西非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萨勒总统在致
辞中说，努力实现工业化是塞内加尔“国家振兴计划”的首要内
容，目的是让塞内加尔发展成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工业领域
中的重要一极，成为西非4亿消费者的共同市场，陶瓷生产厂的
落成开工将加速实现上述目标。他强调，2018年塞进口各类瓷
砖7.8万吨，总值达300亿西非法郎。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内
首家陶瓷企业，该厂直接雇用了1000多名员工，还间接带动
2000多人就业，生产原料95%来自塞内加尔。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表示，陶瓷生产线落成是中塞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又一见证。该厂日产超过
5万平方米陶瓷产品、每年纳税预计600万美元，产品将销往毛
里塔尼亚、马里、几内亚、冈比亚等邻国，大大促进了塞内加尔陶
瓷产业发展。

“中国驻塞大使馆也将一如既往鼓励和支持中资企业来塞
投资，支持塞经济快速持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张迅说。

看到特福陶瓷厂现代化的车间和生产线时，萨勒总统兴致
勃勃地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对细节问题一一询问，为中企对
塞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点赞。

特福陶瓷厂总经理郑明灶称，特福陶瓷厂的成功运行顺应
了国际重新分工与非洲工业化发展趋势。在2018年中非经济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表示将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工
业化发展，特福陶瓷厂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作为中国在塞最大
投资项目，其成功投产将鼓励越来越多优秀中资企业家来塞兴
办企业。

作为国内最早进入非洲等海外市场的国际贸易企业之一，
森大国际集团目前已与国内合作伙伴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加
纳投资建设了陶瓷生产厂，特福陶瓷厂是森大国际与合作伙伴
在非洲建立的第四家陶瓷企业。该项目总投资超过8000万美
元，年产规模达1800万平方米；65%的产品直接满足塞国内需
求，每年可节省外汇约5000万美元，同时还可为塞创收外汇
2500万美元以上；鉴于95%的原材料来自本地，该厂堪称具备
完整的塞国本土产业供应链。

投资最大 雇工最多

特福陶瓷在塞内加尔

成功投产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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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共和国在辽宁举行

合作推介会

我国自主研发“一带一路”

城市天气预报上线

无需查验的包裹约22秒即可自动放
行，约八成跨境电商包裹清关后一天即达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更加“智
慧”的深圳海关，让“海淘”一族实实在
在享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红利。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地区合作不断深化，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等理念在国际贸易中充分显现。据深圳海
关统计，2019年深圳对“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值6593.8亿元，比2018
年增长6.2%。深圳海关关长陈小颖表示，
深圳海关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优
化原产地管理，探索应用先进技术，创新监
管机制，建设“智慧海关”，推动外贸高质量
发展，助力深圳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城市。

高新产业享实惠

日前，康佳集团的17万台生产彩电用
CKD套料经深圳口岸快速通关，出口到埃
及当地工厂内完成组装，产品直接推向非洲
市场。其中一款32英寸智能电视深受埃及
当地人的喜爱，很快被订购一空。

据统计，深圳出口到“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产品中，机电产品占据最大头，
占比达七成以上。深圳海关突出产业特色，
发挥自贸区加原产地优惠的叠加优势，让企
业享受关税减免、通关结汇和贸易畅通等方
面实惠，为深圳出口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市
场插上了翅膀。

2019年，深圳海关共签发输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货物各类原产地证书
约32.2万份，企业享受关税减免达32.1亿
元。其中，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25.9万
份，减免关税约29.2亿元。特别是针对深
圳高科技产品等优势出口产业，深圳海关
实施“一企一策”“大企业直通车”等帮扶
措施，为华为、中兴、迈瑞等大型高新企
业定期培训原产地管理政策；指导欧姆龙
电子、优仪半导体等中小型高新企业，保

障其出口电子产品符合自由贸易协定原产
地规则。

高端进口促升级

近日，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的生鲜冷链
区，一箱箱进口自印尼的活海虾在海关关员
查验后装车出库，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总经理万建军告诉

记者，在海关政策的支持下，2019年不仅鲜
活水产品的业务量增长了5倍，还拓展了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燕窝、水果等
冷链类进口高端货物，生鲜冷链类业务量和
商品种类的大幅增长。

近年来，深圳机场海关聚焦生鲜冷链类
货物增长，通过创新监管机制，支持深圳机
场建设全功能货运门户口岸。“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利用便利条件，推动优质水产
品、水果进入内地市场。深圳海关发挥关区
5个冰鲜水产品入境指定口岸以及航线丰
富的冷冻集装箱港口优势，积极推进“两步
申报”“查检合一”“先放后检”等便利措施，
提供优质快速的通关服务。

通关体验不断提升

受益“一带一路”建设的不仅仅是货物
贸易，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来往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旅客通关体验不断
提升。

深圳机场海关综合分析“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旅客出入境动态和海关监管
现场承载能力，动态调配监管人力，制定新
航线拓展规划，优化深圳机场通关流程；对
接机场安检系统与海关后台远程判图系统，
实现入境先期机检，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截至2019年12月份，深圳机场共开通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航线29
条，正在逐步兑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国
际航空枢纽的各项目标。

“智慧海关”建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助力深圳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城市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做好冷链仓库监管服务。 杨阳腾摄

打开2019年中国外贸成绩单，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可谓亮点纷呈。
海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进出口总值达 9.27 万亿元，增长了
10.8%，高出外贸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占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近三成。

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
施，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规模呈
持续扩大态势，从2014年到2019年间贸易
额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6.1%，我
国已经成为相关25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以智能化建设为核心的‘三智’，是一个
全新的国家海关间合作理念，也是海关服务

‘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在
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
副署长邹志武表示，所谓“三智”是指智慧海
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自中国海关在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
以来，这一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海关的
关注和积极响应。

邹志武表示，中国海关将深耕对外“三
智”合作，与更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海关信
息交换共享平台，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与对接，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三
智”合作先行先试项目取得早期收获，努力实
现监管智能、治理智能、合作智能，共促互联
互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从区块链到人工智能:
“智慧海关”提升监管效能

“以前，像我们这种企业通关时大概需要
提供15个附件。海关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
跨境贸易后，人为操作大大减少了，有效避免
了信息传递错误或遗漏，银行也可在第一时
间获取同样信息，促进了各方之间的信任。”
对于天津海关的区块链应用平台，天津久车
悦供应链管理公司业务总监师藤菲点了一个

大大的赞。据悉，天津海关在全国搭建了
首个“海运+空运”跨境贸易区块链平台，
并率先在天津口岸跨境贸易全流程中应
用。2019年，天津海关完成上链单据43
万单，上链税额达7370万元。

在哈尔滨，海关查验机器人“大白”率
先落地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作为一款深
度融合机器人、人工智能及多种探测技术
的海关智能查验单兵设备，“大白”可提供
毒品、爆炸物线索收集，低温监测，核辐射
监测，毒品、珠宝快速鉴定，水果检测等查
验手段，同时还可提供税率查询、汇率查
询、法规宣传、多语种翻译等服务。

“智慧海关倡导各国海关聚焦新一代
科技应用，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硬件设施和
软件系统建设，实现监管过程自动化和智
能化。”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表示，智慧海
关建设将聚焦基础设施智能化、行政管理
智能化、海关监管智能化。专家表示，智慧
海关建设是大势所趋，将智能化管理贯穿
到整个海关行政管理中，一方面可有效降
低行政运行成本，优化内部风险控制；另一
方面对于推动海关业务改革创新，促进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一点清关”到跨境协作:
“智能边境”打造治理新格局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海关与香港、
澳门海关合作，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形成“智

能边境”，邮件进境“一点清关”，为大湾区用
邮人提供更透明、高效、便捷的服务。

“所谓‘一点清关’，就是将港澳两地邮政
承揽的部分高价值、轻小件、物流时效高、信
息完整的邮件申报数据，预先发至广州国际
邮件互换局，邮件从港澳陆路口岸进境后，直
接运抵邮件互换局清关，快速办结全部海关
手续，真正实现邮件秒速通关。”广州海关有
关负责人说。

据悉，“一点清关”监管模式于2017年创
立，旨在提升大湾区内港澳进境邮件通关协
作智能化水平。2019年，在“三智”助力下，
软硬件条件提升，分别支持香港、澳门进境邮
件165.27万件和28.78万件。

“智能边境”聚焦边境监管手段智能化、
边境协同监管智能化和边境跨境合作智能
化。边境各相关部门通过搭建跨部门可兼容
的信息化系统，提升了数据自动采集功能，可
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同时，通过深化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等应用，真正实现进出口企业
一次性递交所需信息和单证，促进协同监管
和效能提升。

“广州海关依托与邮政部门联合开发的
‘互联网+关邮e通’平台，为用邮人提供线上
办理、网上缴税、进度查询、快捷退运等通关
业务，打造一站式港澳进境邮件智慧通关服
务。”该负责人说。

专家表示，智能边境倡导各国海关在智
慧海关建设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上，将智能
化合作拓展至跨界或跨境的更多边境管理部

门，通过创新边境治理理念，实现信息共
享、风险联防联控、执法互助，打造边境治
理新格局。

从“安智贸”到“无缝管理”:
“智享联通”共促贸易安全便利

“安智贸”是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
点计划的简称，它通过中、欧海关以及海关
与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对货物运输的全程
监控，旨在建立安全、便利、智能化的国际
贸易运输链。

2017年，广州海关推动白云机场与荷
兰史基浦机场“安智贸”航线开通，国内第
一条空运“安智贸”航线进入了常态化运营
阶段。次年，广州新增荷兰鹿特丹港到南
沙港的“安智贸”航线，广州海关成为首个
空运、海运“安智贸”进出口双向运行的直
属海关。

2019年4月份，在上海—鹿特丹港海
关关际合作高层例会上，两地海关共同签
署年度《关际合作工作计划》。此后，双方
就拓展空运航线、优化通关流程等开展合
作研究，并通过关际合作平台积极推动项
目应用实践，促进跨境贸易安全与便利，不
断提升企业获得感。截至2019年底，上海
海关与荷兰史基浦机场建立了2条出口空
运贸易航线，累计向欧方发送出口数据54
批、货值80.05万美元。

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二级巡视员何彤
表示，“智享联通”倡导在世贸组织、世界海
关组织等合作框架下，协调各国海关、海关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各方之间，建立互联互
通、实时协作关系，继而实现全球供应链点
对点无缝管理，共同促进全球贸易的安全
与便利。

“‘智慧海关’是‘三智’体系的基点，是
‘智能边境’和‘智享联通’的基础。如果说
‘智能边境’是‘三智’体系的连接线，那么
‘智享联通’就相当于拓展面，是海关国际
合作实现全球供应链智能治理的最终目
标。”何彤说。

当前，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带来了
新的安全挑战，国际贸易总量和复杂性大
幅增加，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
式迅猛发展，贸易碎片化加剧，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海关监管与服务
带来了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海
关总署日前发布了《共推“智慧海关、智能
边境、智享联通”建设与合作的倡议》。正
如倡议中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国际海关
界聚焦智能化建设，应用颠覆性技术探索
重构海关治理体系，进一步促进互联互
通。各国海关都期待借助“智能”这把钥
匙，打开前行道路上的大门。

国家海关之间的全新合作理念——

“三智”建设开启贸易前行之门
本报记者 顾 阳

“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

通”——“三智”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

关深耕对外“三智”合作，与各国积极

共建“一带一路”海关信息交换共享平

台。这一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海

关的关注和积极响应，为“一带一路”

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