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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青岛市外贸进出口增长 12.2%
本报讯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青岛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4287.9 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增长 12.2%，增速列全国 5 个计划单
列市首位，比山东省整体增幅高 5.8 个百分点，
占同期山东省进出口总值的 28.8%，较去年同
期提高 1.5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435 亿元，同
比增长 6.9%，高于山东省同期出口增幅 1.5 个
百分点；进口 1852.9 亿元，增长 20.2%，高于山
东省同期进口增幅 12.6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青岛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2653.6
亿元，增长 10.1%，占青岛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61.9%；其中，出口增长 8.3%，进口增长 13.6%。
同期，
加工贸易进出口 871.4 亿元，
下降 1.3%；
保
税物流进出口 726.6 亿元，
增长 42.4%。
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持续
提 升 。 前 三 季 度 ，青 岛 市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2528.7 亿元，增长 21.3%，占青岛市外贸进出口
盟、韩国和澳大利亚，合计占青岛市进口总值的
进口方面，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整体量增价
总值的 59%，提高 4.4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
54.9%，其中自巴西进口大幅增长 57.8%，自美
涨，机电产品进口增长平稳，包括部分农产品在
资企业进出口 1177.2 亿元，下降 0.5%；国有企
国进口下降 30.4%。此外，四、机电产品、劳动
内的消费品进口大幅增长。前三季度，青岛市
业进出口 581.6 亿元，
增长 6.3%。
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小幅增长。
大宗商品进口 942.1 亿元，增长 24.3%，占全市
前三季度，青岛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口方面，前三季度青岛市机电产品出口
进口总值的 50.8%，提升 1.7 个百分点，拉动全
进出口 1081 亿元，增长 29%，占全市外贸进出
1025.9 亿元，增长 6%，占青岛市出口总值的
市进口总值增长 12 个百分点。同期，农产品进
口总值的 25.2%。前三季度，欧盟、美国、东盟、
42.1%，
下滑 0.3 个百分点，
其中机械设备出口增
口 391 亿元，增长 25%；水海产品进口 85.4 亿
韩国和日本为青岛市主要贸易市场，五者合计
长 13.8%。此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549.5 亿
元，增长 20.7%。此外，机电产品进口 342.4 亿
占青岛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56.9%。欧盟、美
元，
增长 3%；
农产品出口 290.3 亿元，
增长 4.8%。
元，
增长 6.4%。
（马刚 仲筱莉）
国和日本稳定保
持前三大出口市
场 地 位 ，对 东 盟
出口大幅增长
31.8%；同期，青
岛市进口主要来
“深化制度创新，支持打造对外开放
多式联运中心“港站一体化”，支持开通
具的证明文件，
一般不再实施抽查检测。
自巴西、东盟、欧
新平台；实施流程再造，助推国际物流互
与其他口岸和物流节点的铁路班列，助
此外，在优化服务机制、协同创建交
联互通；发挥职能优势，助力构建现代贸
力“齐鲁号”欧亚班列发展，打造上合组
流发展新载体方面，青岛海关将深化与
易示范区；主动融入作为，积极推动新兴
织国家物流出海大通道。探索发展“跨
上合组织国家海关合作，定期开展贸易、
产业发展；优化服务机制，协同创建交流
境电商+新零售”，支持设立免税店和物
物流等专项分析，加快推动 AEO（经认
发展新载体……”近日，青岛海关出台 5
流分拨配送中心，吸引消费回流，扩大内
证的经营者）互认合作和电子证书国际
方面 17 项措施，积极服务中国—上合组
需和上合组织国家商品交流。
联网，建立通关事务救助机制。持续开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支持打造
在发挥职能优势、
助力构建现代贸易
展对上合组织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研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形成
示范区方面，
青岛海关将支持建设上合组
究，有效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和实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
织国家供应链管理中心，
助力发展转口贸
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工作机制，
局。
易、跨境服务贸易，支持打造服务贸易产
提升企业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协
在深化制度创新、
支持打造对外开放
业集聚中心，叠加保税、减免税等各类政
同构建中国-上合组织公共检测交流服
新平台方面，
青岛海关将在上合示范区打
策，开展研发、会展等业务。支持进境粮
务平台，在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方面加
造嵌入式管理、触发式监管、泛在式服务
食、
冰鲜水产品、
肉类、
水果等指定监管场
强合作研究，探索上合国家间“检测前
的海关管理新机制
“样板田”
，
支持申建上
所申建，
探索开通鲜活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置、结果互认”
。
合示范区综合保税区。在区内率先实施 “绿色通道”
，
降低进出口食品农产品查验
今年 9 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示范区建
“新海关 2020”等一系列改革，推行主动
和抽检率，
助力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食品农
设总体方案。按照方案要求，示范区将
披露、容错机制等创新措施。全面实施
产品集散中心。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充分发挥青
“关税保证保险”
、集团财务公司、企业增
在主动融入作为、积极推动新兴产
岛的海港物流优势和产业优势，加强与
信担保等多元化担保。允许企业综合运
业发展方面，青岛海关将支持上合示范
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的陆海联运合作，带
用保证金、金融保函、承诺保证书等多种
区跨境生物医药研发，对低风险入境特
动双向贸易投资，打造“一带一路”国际
形式开展减免税设备的抵押融资。
殊物品允许一次审批，多次核销，探索开
合作新平台。海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
在实施流程再造、助推国际物流互
展跨境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保税监管试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正逐步提升海
联互通方面，青岛海关将支持上合示范
点，对研发材料、设备进口给予保税优
关监管服务效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
区打造海陆空铁邮物流枢纽，助推中韩
沿线海关检验检疫国际合作，在推动贸
惠。推动开展飞机、船舶、高端设备等融
陆海联运整车运输，畅通“中韩海上高速
易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贸易规模持续
资租赁业务，提供融资租赁企业海关注
公路”，支持打造跨境空港货栈。全面推
册登记手续便利，鼓励企业以融资租赁
扩大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
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仓储货物按状态分
出口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支持设立文化
岛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高点定
类监管。优化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模式，
艺术品保税仓库，开展文化艺术品展示
位，聚焦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上
便利国际中转集拼，支持建设保税仓库
交易。对涉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合 示 范 区 打 造 海 关 管 理 新 机 制“ 样 板
和出口监管仓库，支持建立“一单制”为
的进口汽车零部件产品，直接采信认证
田”，探索建立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服
核心的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实现港口与
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或市场监管部门出
务制度体系。
（王玉军 丁矛）

5 方面 17 项措施保障

青岛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再加码
青岛中国—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再加码

本报讯 近日，位于威海市的
文登大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自韩
国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一批合金
钢卷材及钢条，企业通关申报时
使用中韩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享受到了较低的协定关税税率通
关，税率从 5%降到 3.3%，这一批
货物企业享受税款减免 1.4 万元。

受惠中韩自贸协定
外贸企业减税逾 20 亿元
“中韩优惠贸易协定为我们
公司带来了实打实的税款优惠，
我们经常进口的螺钉、传动轴等
商品，使用中韩自贸协定项下关
税税率可以下降 2 到 3 个百分点，
一 年 可 节 省 通 关 成 本 10 余 万
元。”文登大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报关经理王军介绍说。该公司是
一家生产汽车调角器、滑轨等汽
配产品的企业，主要自韩国进口
汽车座椅调角器零件、五金件等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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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与韩国地域相近、贸易
互补，进出口业务发展迅猛。尤
其是中韩自贸协定实施以来，青
岛海关积极宣传协定优惠政策，
一方面组建“FTA（自贸协定）支
援中心”
、自行开发“智慧征管”等
系统，解决进口企业自贸协定用
惠问题，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原产
地证书自主打印，使出口企业打
印原产地证书、利用优惠协定更
便利，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自
中韩自贸协定中受益。
（潘兆智 于洋）

119 项试验任务全部完成

大连自贸片区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日前，随着大连艺术品保税展示中心的
成立，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
119 项试验任务全部完成。这标志着大连
片区成为全国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率先完
成试验任务的自贸片区。2 项创新经验入选
国务院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2 项东北
振兴国企改革经验做法被商务部列为新一
批全国最佳实践案例、40 余项“第一”和“首
创”……一项项创新成果、一条条改革措施，
为大连片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激活力、添
动力、提实力，大连片区正全力打造东北对
外开放新前沿。
“要加快落实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
任务”
“ 打造对外开放给新前沿”，大连自贸
片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与党和国
家赋予的职责使命，一方面不折不扣注重实
效完成改革试验任务这一“规定动作”，同
时，紧紧围绕制度创新核心，以开放倒逼改
革，深入“首创性”探索，持续提升试验层级，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建章立制压实责任
确保任务落地生效
国家总体方案中赋予辽宁自贸试验区
123 项改革试验任务，其中涉及大连片区
119 项任务。围绕这些重点试验任务，大连
市自贸办在市委制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
综合协调作用，会同大连片区管委会制定了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实施
方案和三年滚动工作计划及任务分解台
账》，层层分解国家、省、地方试点任务，明确
职责分工、理清层次脉络、建立报送机制、动
态监控各项任务落实情况。
针对一些重点难点任务，市自贸办先后
六次组织中省、市直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
议，
“把脉问诊”，
“定向施策”，逐项破解任务
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累计出台了
257 项政策措施，推动任务落地实施，确保
大连片区 119 项试点任务提前半年完成。
在推进试点任务落实的实践中，大连自

贸片区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投资贸易便利
化、助力老工业基地振兴、深化对外开放合
作等领域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深度聚焦制度创新
持续提升开放水平
制度创新是大连片区始终坚持的第一
要务，注重创新成色提升试验质量更是大连
片区的改革遵循。挂牌以来，大连片区在政
府管理方式、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
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创新探索，共总结出 237 项制度创新
事项，经第三方评估形成创新案例 82 项，其
中 66 项上报省政府，22 项上报商务部。39
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省推广，占省内复制推
广经验总数的 38%。其中，
“ 保税混矿”
“进
境粮食全流程监管”入选国务院自贸试验区
改革试点经验，
在全国推广。
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对大连片区的第三
方评估认为，大连片区充分发挥了创新“排
头兵”和改革“试验田”作用，初步建成开放
度较高、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和法治环
境规范的自贸园区。在中山大学自贸区综
合研究院发布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
和蓝皮书中，大连自贸片区的“海关归类智
能导航体系”入选“贸易便利化”领域最佳创
新案例。在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总
体排名中，大连自贸片区位居武汉片区、成
都区域、重庆自贸区之后，
排名第四位。
大连自贸片区集聚了港口、国际物流、
集疏运体系、城市功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等核心要素，围绕港口经济和投资贸易便利
化这一重点领域，大连片区组织口岸部门集
体发力，向纵深探索改革，向“系统集成”转
换，联手推出了 55 项贸易便利化创新举措，
形成保税混矿、进境粮食全流程监管、服务
贸易在线退税等 20 余项“首创性”制度创新
经验。
在推动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大连自
贸片区制定了《大连片区金融创新工作方

案》，协调大连金融系统落地 16 项支持自贸
试验区建设措施，优化片区金融机构审批流
程，推出跨境电商贸易融资便利化 10 项措
施，
打造
“多途助贷”
新模式。

粮食示范港等方面积极探索改革，
“ 在线实
验室”
“ 互联网＋全程监管”
“ 进境粮食示范
港”等创新举措有效提高通关效率，节约企
业成本。

出色完成特色任务
积极贡献“大连经验
大连经验”
”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

在今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中，对于辽宁等自贸试验区的特色任务创新
给予充分肯定。其中以大连片区的“大连港
集团探索国内集装箱码头股权整合的新路
径”和“大连冰山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两个
国有企业的改革创新举措为例，说明自贸试
验区对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起
到的推动作用。这足以见证了大连片区在
特色任务改革试验中贡献出的
“大连经验”
。
大连自贸片区按照中央对辽宁自贸试
验区的定位，紧紧围绕东北振兴国企改革这
一特色任务，结合大连片区实际，提高站位，
率先发力，打响深化改革攻坚战。出台全国
自贸试验区首个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中国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推进国资
国企深化改革专项工作方案》，成功推出“集
装箱码头股权整合新路径“和“‘冰山模式’
开创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新路径”两项创新成果，并入选全国最
佳实践案例。
大连港集团以股权投资和股权整合为
主要突破方向，首开国内集装箱码头股权整
合先例，率先启动大窑湾第一、二、三期集装
箱码头公司股权整合项目，实现大窑湾南岸
集装箱码头资源统一管理和运营，探索出一
条国内港口整合升级、提质增效发展的全新
路径；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以混合所有制
改革为突破，以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构建综
合服务体系为核心，开创了“1+2”冰山改革
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东北国有企业
改革之路；中粮集团北良公司在粮食供应链
融资模式、粮食贸易“全产业链”模式、进境

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是辽宁及东
北腹地融入“一带一路”的客观要求。作为
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开放口岸，大连自贸片
区充分利用重要地域优势，以制度创新创建
开放优势，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
度引领对外开放。保税混矿、保税混油、进
境粮食全流程监管等一批创新举措顺利实
施，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大宗商
品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连自贸片区充分利用遍布东北全境
的集装箱内陆集疏运网点，加速构建以大连
为起点的国际海铁联运通道，不断加大中欧
班列运输业务的开发力度。国际物流大通
道建设加快推进，开通国内首条直达斯洛伐
克中欧班列，
“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大连”回
程班列常态化运行，2018 年全年海铁联运

完成 41.2 万标箱，位居全国之首。目前，大
连港中欧班列货物涵盖我国华东、华北、东
南沿海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电子产
品、日用商品、设备、汽车、建材等，以及产自
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原木、板材、纸浆等资源
性产品，为俄、亚国家间经贸往来和互联互
通提供了全新、高效、便捷的物流路径和运
输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自贸片区围绕辽宁
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试验任务，精准招商，
以项目落地检验任务落实。今年以来，大连
片 区 新 增 注 册 企 业 6759 户 ，同 比 增 长
18.5%，注册资本 853.52 亿元。其中，内资
企业 6685 户，注册资本 839.3 亿元；外资企
业 74 户，
注册资本 22511.71 万美元。
据大连市自贸办专职副主任李汉国介
绍，下一步，大连自贸片区将继续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紧
紧抓住制度创新工作核心，在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更宽领域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改革经验，切实把大连片区建设成为提升
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
放水平的新引擎，为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做
出大连贡献。
（田昌德 谢磊）

大连商务局召开全市外资项目并购推介会
本报讯 近日，大连市商务局在大
连国际金融会议中心召开全市外资项
目并购推介会。
三井住友银行、三菱日联银行、瑞
穗银行、北陆银行、福冈银行、山阴合同
银行、八十二银行、北洋银行、山口银行
等 9 家日资银行；日本商工会、中日知
识产权中心、香港贸发局、新加坡企发
局、普华永道、德勤、安永等 7 家驻连相
关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被推介的 20
家企业高管；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
部门局长、副局长；大连市商务局局长
丛克、副局长李兆瑞、市政府驻日韩代

表处、联络处、促进处等相关处室参加
了会议。
会议把握当前国际并购发展的总
体趋势，围绕深耕日韩这个工作重点，
发挥大连是日资企业在中国集聚发展
最多最好的城市和与日本众多地区在
经贸、人文等方面合作广泛等优势，采
取政府搭台、企业对接的形式，搭建桥
梁、促进交流合作。推介会的目的，一
方面盘活大连市存量资产，有效释放产
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为日
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可靠渠道及
有效信息。
（陈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