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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载市场深耕收获丰 而今开放平台谋共赢

促进中非贸易 博达还要做更多
□ 本报记者 汤莉
每年，博达公司都会有近 2 万个装满“中
国制造”
的集装箱运往非洲。
而近年来，广东博达科技有限公司在做
大自有业务的同时，又逐步开始依托自有优
势资源打造共同服务平台，带动中企抱团拓
展非洲市场。博达泛家居品牌非洲（南非）展
示体验馆被商务部认定为首批 6 家国家级国
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之一。

共享平台做大市场
中非经贸合作正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发展，中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
易伙伴，双边贸易合作空间不断扩容。
自 1999 年成立以来，博达公司持续深耕
非洲市场。经过 20 年的发展已在坦桑尼亚、
南非、莫桑比克、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
设立了机构，
并在非洲建立了 8 间工厂、1 个工
业产业园和 16 个物流中心，在非业务额达 24
亿元。
“中非贸易空间足够大。”博达集团副总
裁吕谋笃告诉国际商报记者，尽管如此，对于
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在远隔重洋的非洲开
拓市场并非易事。而多年在非发展经历让博
达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并积累了营销、渠道资
源，将这些资源和优势对接到公共平台，无疑

将提高中非贸易合作成效。
博达公司的总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作
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
佛山的陶瓷、家电、家具、照明和卫浴等泛家
居产品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
链。为推动佛山泛家居产品对非出口，共同
服务平台的运营自然地落在博达身上。
2018 年，博达泛家居品牌非洲（南非）展
示体验馆被认定为佛山泛家居品牌产品（南
非）展示体验馆。体验馆位于南非约翰内斯
堡，地处南非全国建材批发商集中采购的区
域中心，除展示中心外，还配有免税仓库及
物流配送中心。同时，展示体验馆附近交通
便利，距离南非最大的国际机场只有 8 分钟
车程，距离国道 N12 和机场高速 R21 约 1 公
里，在产品展示推广和仓储物流方面独具区
位优势。
展示体验馆可为入驻企业提供融资、报
关清关、物流仓储、
展示销售等多样化的服务，
信息化系统则可帮助入驻企业及时掌控从下
单到境外入库的供应链全流程。因合作模式
多样，入驻企业可以选择与国外客户直接成
交，也可以选择与平台进行交易，其中平台交
易还支持国内交货和国外交货两种方式。
在佛山市政府和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的
大力扶持下，展示体验馆带动金意陶、格兰
仕、志高、雅洁五金等 55 家企业共享平台服
务，成为佛山企业开拓南非市场的重要平台。

做大业务扩大影响
目前，博达泛家居品牌非洲（南非）展示
体验馆展示经营的产品主要包括瓷砖、五金、
家电、快消、日用百货、家具等，在南非合作的
当地经销商大客户约 2000 多家，覆盖南非的
9 个省份，并通过保税仓将产品销售辐射到南
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
国。2019 年前 9 个月，展示体验馆带动佛山
企业出口 1277 万美元。
展示体验馆显著提高了佛山企业对非洲
市场的关注度和开拓热情。近一年来，大量
佛山企业到非洲考察，与展示体验馆接洽合
作事宜。
博达想做的还有很多。
“ 未来 3~5 年，博
达泛家居品牌产品非洲（南非）展示体验馆要
力争将服务的中企客户数量增加至 1000 家，
使营销服务平台的南非销售额提升至 30 亿
元，使整个非洲的销售额提升至 100 亿元。”
吕谋笃表示，博达要着力打造非洲最具影响
力的营销服务平台。
为进一步提升营销服务实效、扩大影响
力，展示体验馆将紧盯交易效果，借由媒介宣
传、促销会、对接会等促进入驻企业成交；加
强与大企业在主流业务上的合作；搭建线
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利用博达在非洲的先
发优势，在线下为非洲当地客户提供产品体
验服务的同时，引入平台对终端小店的线

上销售模式，使泛家居企业获得更多全渠道
展示产品的机会；并拓展产能合作，使中企在
非洲实现制造和销售一体化。
吕谋笃告诉记者，
目前，
博达已经在南非、
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加纳与尼日利亚
搭建了 6 个运营平台。未来，
博达将陆续在其
他非洲国家建设新的运营平台，
使非洲运营子
平台达到 15 个左右。同时，为实现中非共赢
发展，
展示体验馆还将积极开拓自非洲的进口
业务，
推动中国对非洲农产品、
宝石等的进口。
非洲目前的经
济发展相当于中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 水 平 ，经 济 增 长
潜 力 大 ，但 现 阶
段当地的制
造业水平

难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进口需求较大。
同时，品牌消费观念在部分非洲民众心中萌
芽，在基本功能之外，他们也开始注重产品的
品质。
“ 先进理念与落后现实共处，这种不平
衡和落差也让南非展示体验馆的经营机遇与
挑战并存。”吕谋笃表示，在更多的非洲国家
建立营销平台、拓展营销渠道都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在融资方面
给予支持，从而使得博达更好地助力中非贸
易发展。

图为博达泛家居品牌非洲（南非
南非）
）展示体验馆内展示的瓷砖产品

旅游
为乡村脱贫造血
□ 本报记者 孟妮
为将贫困县“大美风景”与游客
“小众打卡”精准对接，10 月 17 日，正
值中国第六个扶贫日、第 27 个国际
消除贫困日之际，携程宣布全球招募
“壮美山河体验官”。同时，携程旗下
门店开到 450 多个县级城市，进驻 16
个贫困县，让 90 后年轻人实现本地
创业，月薪过万。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游客人均花
费超过 3000 元，三亚自由行人均花
费高达 5253 元，几乎是贫困县人均
月收入的 2 倍。如果让游客走进贫困
县，那他们的住宿、门票、用车、餐饮、
购物需求将助力贫困县脱贫攻坚。
然而，一线城市游客与贫困县美
景之间曾缺少一道桥梁，为此，携程
用 3 年时间构筑“旅游扶贫”板块。
2017 年，携程开启“交通公益+旅游
扶贫”项目，全国首发 100 条扶贫旅
游线路；2018 年，携程上线“寻找美
丽乡村”专题，将扶贫旅游目的地和
乡村旅游产品推向全球。2019 年，
携程在 APP 上线
“旅游扶贫”
版块，开
启“壮美山河携程旅游扶贫计划”，将
丝路风沙、青藏天路、唐蕃古道、大漠
高原、川藏大北线、318 中国景观大
道包装成旅游线路，扶贫旅游订单增
长超 20 倍。
改变正在发生。
“ 壮美山河旅游
扶贫计划”启动以来，扶贫目的地旅
游热度上升明显。其中，云南省红河
州门票预订同比增长 723.53%，度假
线路热度上涨 20 多倍，贵州荔波景
区也有超百人下单预订。与此同时，
携程正为本地年轻人架设风口，创造
更多就业契机。随着携程门店下沉
到 450 多个县级城市，并进驻全国 16
个贫困县，数百名“小镇青年”实现家
门口就业。优秀者月薪过万，超当地
人均收入 3~4 倍。
90 后女生吴茜，生于四川省广
元市贫困县旺苍县。2015 年大学毕
业后，吴茜经历 2 年“成漂”生活后，
在老家旺苍县携程门店找到工作。
如今她可边工作边就近照顾妈妈。
贵州省晴隆县的门店负责人吴川曾
是一名汽车销售。在“双创”号召下，
吴川回家创业。携程门店 80%的顾
客是未使用过携程产品的新用户。
他希望更多的家乡父老能圆梦去看
天安门。

“柬埔寨大米在中国会越来越受欢迎！”
□ 毛鹏飞 高炳南
“中国菜肴搭配柬埔寨米饭最好
吃！我相信柬埔寨大米在中国会越来
越受欢迎。”柬埔寨稻米协会主席松萨
兰日前表示。
10 月是柬埔寨新一季稻米的收获
时节，洞里萨湖周围平坦宽阔的农田是
柬埔寨乃至整个中南半岛的重要粮
仓。据松萨兰介绍，柬埔寨有 13 家大
米出口商将参加于 11 月 5 日-10 日在
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进博会，各家企业将
把握这次参展机会，把柬埔寨优质大米
推向中国等国际市场。
“ 希望通过此次
进博会，把纯天然无污染的柬埔寨大米
带给更多的中国百姓。
”
松萨兰说。
松萨兰表示，去年参加过首届进博
会后，柬埔寨大米对华出口显著增加。

今年前 9 个月，柬埔寨向中国出口了
15.78 万 吨 大 米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4%。对中国的出口占柬埔寨大米出
口总量的 39.6%，中国已成为柬埔寨大
米出口的最大市场。
柬埔寨属热带季风气候，阳光充
足，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生长。松萨兰
说，柬埔寨大米种植在洞里萨湖周围，
那里土壤肥沃，出口公司要求农民不使
用化肥和杀虫剂，要生产纯天然、无污
染的稻米。
“中国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充满信
心。
”
阿姆鲁稻米（柬埔寨）公司副总裁甘
昆蒂表示，为了给中国市场提供最好的
大米，
公司和农户开展订单式农业合作，
公司还为他们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
在位于首都金边西郊的稻米公司

加工厂里，机器隆隆作响，工人们在各
自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工作，搬运工人从
卡车上卸下未经加工的大米，将其倒入
料斗，经过所有加工程序后，取样交由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柬埔寨公司的检验
人员。检验通过后颁发证书，大米才可
以被运往中国。
甘昆蒂说：
“大米到达我们工厂后，
我们的质检员会进行初检，以确保我们
买入的是 A 级大米，随后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的检验人员将再次检查。我们认
为质量和安全是重中之重。
”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柬埔寨公司总
经理陈其生说，第二届进博会将是柬埔
寨向更多中国消费者展示其大米的好
机会。
“ 柬埔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好地
方。现在除大米外，柬埔寨还有木薯、
腰果、香蕉出口到中国。
”

加强中韩关际合作

自贸协定用惠助企业降成本
□ 本报记者 刘昕
10 月 11 日，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自临沂综合保税区进口的一批
挖掘机顺利通关，企业在通关申报时使
用中国-韩国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
受到了较低的协定关税税率，由 5%下
降到 3.3%，仅此一票就为企业减免税
款 3.5 万元。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和销售，部分零
部件需从国外进口且其中韩国进口比
重最大。
“ 此前由于商品归类不一致导
致企业原产地证书不能有效使用，从而
影响企业享惠自贸协定进口。企业一
直按照 5%的关税税率进行通关缴税。”
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为涛说。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青岛海关主动
与韩国海关部门沟通，协调韩国仁川海
关按照我国商品归类出具了原产地证
书，在证书上 6 位海关编码统一后，企

业可顺利享惠通关。陈为涛告诉记者，
企业享惠进口后预计每年度可节省税
款 635 万元。随着协定税率的降低，企
业今后获得的优惠还会更多。
沟通解决中韩自贸协定用惠疑难
是青岛海关和韩国仁川海关达成合作
共识的一方面。2010 年青岛海关与韩
国仁川海关签署《关际合作备忘录》，双
方分别指定日常联系机构、设立联络
官，开展多种形式信息交换，共同为优
化决策、完善海关监管服务提供支持，
促进中韩贸易日趋便利。在今年的年
度交流合作会议上，双方在包括推进中
韩自贸协定实施等在内的 6 个方面达
成进一步共识，约定将积极推进解决中
韩自贸协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为落实
中韩自贸协定建立互助协查机制。今
年新获批的山东自贸试验区也将深化
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作为重要任务。
自 2015 年 中 韩 自 贸 协 定 实 施 以
来，青岛海关积极宣传协定优惠政策，

引导山东企业与韩国在多领域深化合
作，协助进出口企业解决通关疑难问
题。尤其是自行研发的“智慧征管”系
统能够精准定位自贸协定未用惠和用
惠率较低的企业。正是通过该系统的
分析，青岛海关发现了山东临工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自贸协定用惠率不高的情
况，并最终通过关际合作机制解决企
业实际问题。今年青岛海关已协助多
家山东企业解决了自贸协定享惠疑难
问题，企业每年度获得税款优惠超过
千万元。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青岛海关共验放中韩自贸协定项下享
惠进口货物货值 105.1 亿元，共为相关
企业减让税款 3.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1%和 30.2%；与此同时，青岛海关共
为 9.4 万批出口货物签发中韩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货值 229.5 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25.4%和 11.4%，有关企业可享受
韩方关税减让约 19 亿元。

10 月 18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正式挂牌开关，承担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通关
监管，征税，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食品检验，商品检验，查
缉走私，
编制海关统计等职责。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首任关长王正表示，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海关结合了首都海关和大兴国际机场空港特点，将积
极推动海关监管通关业务改革，在提高进出口企业获得感、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探索高质量开放型空港口岸经济、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蓝图方面作出贡献。

大兴国际机场海关挂牌
□ 本报记者 刘昕

记者在前期“探班”时看到，大兴国际机场货运区取消了
传统的二次分拨模式，区内 3 家国际货站承接全部进出口货
物，实现了“扁平化管理”。其中，货运区空侧就近设置 24 个
货机专用停机位，3 个国际货站均设有直通空侧的卡口，极大
压缩了货物转运路程；海关查验中心、国际货站集中建设，场
地之间直线距离不足 200 米；提货、交货车辆以 20km/小时
的速度进入主卡后，不到 2 分钟就能到达国际货站平台完成
提货、交货。
统一指挥、高度智能化的空运物流联网监管系统实现了
“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路，货物走顺路”。而以大兴国际机
场为中心我国首次实现口岸货运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
区一次性联动规划，
形成了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部署，更好地
发挥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作用，大兴国际机场海关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推动京津冀三地资源
有机融合、优势互补，特别是将河北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
区与雄安综合交通枢纽、曹妃甸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
铁联运的优势相结合，在合力打造“一带一路”空中经济走
廊、发展航空航运服务业、建设多式联运中心、建设国际商贸
物流枢纽等方面，形成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形成京津冀辐
射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新高地。
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实现了关检深度融合，原海关通关作
业系统和原检验检疫通关主干系统合二为一。货运监管运
用统一的作业系统，对进出口货物实施“统一布控、统一查
检、统一处置”，既实现了执法标准统一，又优化了人力资源，
提高通关时效。通过全面推行进出口提前申报模式，将海关
监管环节前推后移，使企业报关和货物运输同时进行，实现
海关对物流的最小化干预甚至不干预，减少了货物在口岸的
滞留时间，
压缩了通关成本。
此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还设有先进的海关检疫
实验室及拦截处置场所，有效防控疫情疫病传入。同时还
建有先进的进口食品快速查验设施、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品
存储和查验一体化设施，动物检查室、动植物初筛室、动
植物采样室、食品初筛室、动植物、食品留样室、药品间、冷
链区一应俱全，海关查验、检疫、检验均可在口岸完成。货运
区还设有前置拦截作业场地，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将海
关消毒通道前置到站坪的航空口岸，结合空侧卡口处的门
户式核辐射监测设备和前置拦截处置区，能够有效应对核
生化爆突发事件和防控国外疫病疫情的传入，在最前端保
障国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