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7

河北·安徽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执行主编：
徐若滨 责任编辑：
孟华珍

美术编辑：
李晓芳

制作：
李勋

河北记者站：
陈高鹏

电话：
0311-87028287

13810601082

安徽记者站：
许霞 电话：
18055157732

中国商务新闻网——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http://www.comnews.cn

国家自贸区战略助力“凤凰”腾飞
□ 本报记者 陈高鹏
通讯员 金蕊 张广强
唐山这座“凤凰涅槃”的城市，在废墟
上崛起，用 42 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崭新
的现代化都市。近年来，这座传统重工业
城市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与环保生态建设
的巨大压力，开放经济发展受到了严峻考
验。

“朋友圈
朋友圈”
”中寻找突破
自贸区战略是我国进一步打开开放
大门，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国自贸伙伴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自
贸区战略也在向纵深推进。这为唐山的
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点。
近年来，唐山积极组织企业参加专题
FTA 培训，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到国家自贸
区战略的最新动态，同时不定期召开座谈
会，了解企业在应用自贸区政策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帮助企业沟通解决。
目前，唐山市已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
议的 23 个国家和地区全部建立了经贸业

务往来。2018 年全市共申请自贸区优惠
产地证 1222 份。在与中国已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的的 23 个国家和地区中，与 23 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出口业务，与 15 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进口业务。与签订自贸
区协议国家之间的进出口额为 42.0 亿美
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46.2%。其中，
出口额为 19.1 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39.4%；
进口额为 22.9 亿美元，占全市进口
总额的 54.0%。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东
盟和韩国出口额分别为 10.0 亿美元和 4.1
亿美元，分别为唐山市的第一和第三大出
口市场。主要进口国家澳大利亚进口额
为 20.7 亿美元，为唐山市第一大进口市
场。
同时唐山市还非常重视与自贸区国
家和地区间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工作。
截至 2018 年底，唐山市共有外资企业 340
个，其中来自香港、韩国、新加坡等 12 个
自贸区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有 167 个，占全
部外资企业数量的近半数，总投资额 95.7
亿美元。唐山市走出去企业在香港、新加
坡、澳大利亚等 8 个国家共投资 25 个企
业，总投资额 6.5 亿美元。

“朋友圈
朋友圈”
”助企业发展

全国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
产销衔接大会
河北涉农企业收获多

唐山市惠达卫浴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能 800 万件,销售网络遍布全
国各地，产品出口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功在 A 股主板上市，品牌价值达 219.69
亿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其深入研究国
家自贸区战略，紧跟国家自贸区步伐是分
不开的。在 23 个自贸区国家和地区里
面,惠达千万级的客户有韩国和巴基斯坦
两个，可以说惠达千万级大客户的培养与
自由贸易区在同时发展。
2018 年，惠达共计申请各类优惠产
地证 880 份，其中涉及到 FORMA 普惠制
产 地 证、FORME 东 盟 产 地 证、FORMP
中 巴 产 地 证 、FORMAU 中 澳 产 地 证 、
FORMK 中韩产地证、FORMN 中国新西
兰产地证，以上国家的出口占惠达总出口
额的 70%左右。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FTA 产地证的应
用，使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自由贸易协定签
订前后征收的关税税率上，签订后的关税
税率低于签订前的关税税率，降低了公司
出口的成本，从而提升了出口产品的价格
竞争力。以出口澳大利亚的卫生洁具为
例，中澳自贸协定签订前，澳大利亚进口
中国卫生洁具进口税率为 5%，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澳协定生效之后，澳大利亚进
口中国洁具进口税率为 0 关税。
除了价格上的优势和市场份额增加

之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为出口企业提
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自由贸易协定中，
东盟十国等自由贸易参加国都承认了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使企业开拓包括东盟市
场在内的自由贸易国市场就有了相对公
平的贸易环境，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给企
业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和制度上的保障。

密切关注“朋友圈
朋友圈”
”发展
自由贸易区谈判困难重重，成果来之
不易，唐山市政府主管部门时刻关注自由
贸易区谈判进程，及时反映企业诉求，提
出意见和建议，协调企业积极参与自由贸
易区谈判调研，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在自贸区国家和地区遭到的
不公正待遇，并引导企业充分利
用国家自贸区战略的的政策优
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在谈判的中国—
海合会、中日韩自贸区，都是唐山市的主
要经贸合作伙伴，如果能成功签订自贸区
协议无疑将为唐山市开放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推进剂。同时，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
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国自贸区“朋友圈”在
开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唐
山市将紧随国家自贸区战略的发展脚步，
阔步前行，
早日再次腾飞。

推介宣讲会和现场对接洽谈会，
通过丰富
多元的宣传媒介活动，
有力提升了河北品
牌在日本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助推河
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代表团在日本千叶、名古屋和韩国
首尔分别举办了“河北品牌万里行日本
交流会”、
“ 河北品牌万里行名古屋交流
会”和“河北品牌万里行韩国交流会”，邀
请当地政府机构代表、总领事馆代表、知
名展览机构、商协会代表以及河北在外
企业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共叙友谊，共

“今年 4 月开业以来，我们这个店的
销售额已经快八十万了，十一假期不到一
个星期就销售了 10 万元，线上销售也有
近 20 万元。”肥东县长临河古镇的乡镇农
特产品线下体验馆负责人丁晓水高兴地
说。
今年以来，肥东县商务局创新推进
2019 年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程，在旅游
集散地乡镇打造一批肥东农特产品线下
体验馆，联合肥东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整合肥东本地农业资源优势，依托肥东
兴农扶贫电商平台，定期举办线下展销活
动和农产品产需对接会，聚焦本土特色农
副产品，加快农业产销对接，带动农产品
上行和贫困户就业增收。
肥东县旅游资源丰富，2018 年旅游
接待人次约 600 万次，特别是长临河古镇
位于巢湖之滨，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美，
文化底蕴深厚，镇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
被评为安徽省“第五批千年古镇”，2018
年接待游客 76 万人次。这为肥东县发展
线上线下融合的农村电商带来了机遇。
10 月 14 日，国际商报记者来到肥东县长
临河古镇，古色古香的街道里，线下体验
馆的游客络绎不绝。该体验馆面积约
120 平方米，货架上陈列着竹塘挂面、元

疃瓜蒌籽、石塘驴巴、长临河水产等 80 余
款肥东本地特色农特产品，以及霍山黄
芽、巢湖水产等 30 余款安徽其他区域的
特产。他们还别出心裁把渔民的旧渔船
进行废物利用，用来陈列干豆角、干秋葵、
菱角、柿子等。这里既有农家原生态产品
也有深加工农特产品，这些产品在市场中
有着良好的口碑，
深受消费者欢迎。
除了长临河古镇体验馆，肥东县还在
国庆节期间建成运营了桥头集镇蓝山湾
体验馆，牌坊乡翠竹农场、长临河六家畈
体验馆也在加快装修建设中。在长临河
古镇体验馆内，游客在这里驻足挑选心仪
的商品，有的还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观
看电商扶贫带头人和农村淘宝合伙人产
业基地的生产加工现场视频直播；有的游
客现场品尝特产后非常满意，随即扫描二
维码，直接从小程序“店铺”平台下单，填
写地址，产品通过快递直接送到家，免去
携带麻烦，
实现轻松购物快乐享受。
“店铺”小程序是线下线上融合转化
的关键环节。肥东县商务局和程序开发
公司合作，建设运营肥东兴农扶贫微信小
程序，免费开通运营 18 个乡镇 80 个电商
扶贫驿站 800 款农产品，已实现线上销售
820 万元，其中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产品 209 万元。体验馆利用微信小程
序，将线下顾客引流到线上，只需要一次

扫描后，小程序就可以记录下客人的地址
电话，微信上也会留下小程序，方便客人
复购，
增强了客户粘性。
在脱贫攻坚中，线下体验馆也发挥了
积极作用。肥东县民生办主任张振松表
示，肥东县积极践行“你种我销、你养我
卖”精准扶贫模式，采取“电商+基地（合
作社）+农户”渠道，打造“电商+旅游+农
品”的综合扶贫平台。体验馆从贫困户家
高价收购鹅蛋、土鸡蛋、家禽，以收购价向
市民销售，既让市民购买到走俏土味，又
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仅长临
河古镇体验馆就带动 12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户均增收 2800 元。
“譬如鸡蛋，我们从市场上购买大概
1 元 一 只 ，从 贫 困 户 家 里 采 购 出 价 1.2
元。县商务局还组织农户集中到平台上
来，和我们对接，譬如本地的冬桃特别好，
10 块钱一斤，在我们体验馆非常畅销，您
看看这些空筐子。”丁晓水指着门口的竹
筐说，
“现在很多产品都是供不应求。
”
为充分利用肥东县旅游资源，激发市
场主体承办体验馆积极性，肥东县给予了
体验馆每平方米 500 元、仓储中心每平方
米 300 元的一次性补贴。当记者来到肥
东县 1952 粮仓文创园，园内边运营边改
造，依托旧粮仓，在保持原貌基层上打造
文创休闲旅游园区，文创园内长临河镇六

开展产业对接，牵线搭桥采购农
特产品。今年以来，累计支持资
金近 7 万余元，用于村集体稻虾
综合种养示范虾田、小南瓜特色
产业和爱心超市和购买小南瓜
种苗。
目前，安徽省商务厅驻村合兴
村扶贫工作队共有 3 人。据驻合
兴村第一书记张仕勇介绍，合兴村
在安徽省商务厅等各方支持下，走

上一条良性发展轨道，已形成“一
村一品”主导产业稻虾综合种养，
特色产业合兴村小南瓜、台湾红心
火龙果，以及光伏、卷皮车间、畜禽
水产养殖、蔬菜大棚种植为补充的
产业扶贫格局。今年上半年，仅
39 个大棚共产出约 70000 斤小南
瓜，销售额 36 万余元，村集体就增
收 67620 元。
据悉，目前合兴村剩余 8 户 22

此次系列推介交流活动引发了日韩
展览界对河北会展市场及河北品牌万里
行项目的重点关注。代表团一行深刻感
受到河北品牌走向世界的迫切需要和对
河北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陈彦报表示，
河北省会展促进中心要
充分发挥会展促进职能和资源优势，
推动
河北会展业走向国际舞台，
吸收国际先进
经验、引进国际知名机构，助推河北会展
业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步伐，
进一
步做大做强。

安徽凝聚合力推动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10 月下旬，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家畈体验馆正在建设中，该馆负责人
责同志带领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
江苏、浙江学习
方向奎告诉国际商报记者，这里的
考察。考察期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聚焦“一体
消费者一般是文化艺术人士，消费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座谈交流了携手落实长
能力很强。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思路举措和进展，深入
而当记者来到蓝山湾风景区，
考察了一批科研机构、
产业园区、新兴产业、城市发
尽管不是周末，这里游客纷来沓
展和公共服务项目，
签署了多项合作框架协议和重
至。据张振松介绍，这里国庆假
大项目合作协议，考察对接取得丰硕而务实的成果。
期都采取交通管制了，游客实在
这些成果的取得，
进一步凝聚了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
太多了。
体化发展的合力。
据肥东县商务局丁胜介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天培介绍，本次学习
绍 ，肥 东 县“ 电 商 + 旅 游 + 农
考察强化项目带动，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快
品”、线上和线下融合、优势互
车道，同时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开放对接，形成了一批
补、相互加持的全渠道模式，
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据了解，
安徽省党政代表团此次
已经受到了安徽省商务厅的
赴沪苏浙考察对接，
聚焦国家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事项，
充分认可推广。今年 8 月 2
签署了 15 项会谈纪要和合作协议。同时，带动了市县、开
日，安徽省政府在霍山县召
发区、企业与沪苏浙加快合作，据不完全统计，达成了 118
开全省农村电商工作现场
个合作事项，其中产业类 5 亿元以上合作项目 79 个，总投资
会上，肥东县荣获全省农
接近 1200 亿元。
村电商“ 省级示范县 ”荣
张天培表示，下一步，安徽将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
誉称号，农村电商工作连
浙，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国家规划纲要及安徽行动计划明确的
续两年获安徽省政府表
重大任务落实，统筹推进高质量“一圈五区”建设，为促进区域
彰。今年以来，肥东县
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贡献安
已新增电商经营主体
徽力量。
（李波）
78 个 ，监 测 网 络 交 易
额 7 亿元，农产品网销
额 1.2 亿元，较去年同
蜀山经开区抓抢机遇
期 分 别 增 长 10% 、
15%、21%。
参与 G60 科创走廊建设

安徽省商务厅携手企业赴合兴村
“送爱心
送爱心”
”
本报讯 10 月 28 日，安徽省
商务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群
力等携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各
级高管赴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合
兴村调研。
安徽省商务厅高度重视合兴
村对口扶贫工作。据王群力介
绍，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张箭等厅
领导多次前往合兴村看望慰问
困 难 群 众 ，调 研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

二是服务窗口前移。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安排 6
人服务团队，
与河北省商务厅相关人员逐一走访参展
企业，
深入展位解读相关政策，
了解企业诉求，
指导企
业制定贸易风险预案，
发放广交会海外客商资信免费
“快查”服务指南和河北省外贸培训公共服务平台使
用手册，
为参展企业开展业务、规避风险保驾护航。
三是开展精准对接活动。河北省商务厅组织部
分品牌企业和外贸基地重点参展企业 20 余家与中建
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易单网）、广州广贸天下实施
对接，
充分利用中建材的多个海外仓资源和广贸天下
优质采购商资源与部分参展品牌企业及基地内重点参
展企业实施精准对接，
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期间，召
开了参展企业带队会和重点企业座谈会。

谋合作。
陈彦报在会上推介了河北投资环境、
发展机遇、展览业概况及品牌万里行项目
等，并诚挚邀请日韩企业、商会及展览机
构到河北走一走、看一看，围绕河北优势
产业开展广泛交流合作。
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刘晓军出席了
“河北品牌万里行名古屋交流会”，他表
示，
总领馆积极支持河北与日本中部地区
在招商引资、展览业发展、品牌企业推介
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

肥东开辟“电商
电商+
+旅游
旅游+
+农品
农品”
”发展路径
□ 本报记者 许霞

河北省参展企业 347 家展位 555 个，参展商和参
会代表共计 2785 人。展品主要包括五金、工具、建筑
及装饰材料、卫浴设备、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配件、
大型机械设备、新能源等 19 个大类，
3000 余个品种。
参展企业反映，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购商成
为洽谈成交亮点，大会成交情况好于预期。在商务
部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河北省参展企业 100%提交调
查问卷，
排全国第一，
受到大会通报表彰。
广交会一期，河北省交易团重点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开展专题调研。充分利用广交会平台，采取问
卷调查、专题座谈会和深入参展企业专访等方式寻
计问策，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等情况。

河北团广交会成交情况好于预期

河北品牌名扬日韩

本报讯 为加强农产品展销对接，提高农产品
流通效率，助力精准扶贫，近日，河北省商务厅组织
企业参加 2019 全国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产销衔接大
会，并组织河北专场活动。
□ 本报记者 陈高鹏
本次大会河北展区面积 500 平方米，河北省内 62 家
涉农企业参展，其中 33 个国家级贫困县企业 46 家，大中
近日,河北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彦报
型商超、商贸物流企业、电商企业采购商 20 家。河北省青
率河北品牌万里行代表团出访日本、
龙满族自治县贫困地区的梨果、
石家庄藁城区的富硒杂粮、
邢
韩国，参加了由河北省会展促进中心
台市广宗县的红薯干均成功签约万斤以上大单，
邯郸美食林集
在日本千叶、名古屋和韩国首尔举
团、张北丰茂公司等多家企业成功实现产销对接。参会参展企
办的河北品牌万里行日韩站系列
业达成意向合同额共 5367 万元。河北省专场对接会期间，河
推介活动。
北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徐彦平和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出访期间，代表团组织河北
安宝军出席相关活动并致辞。有关专家对农产品上行、农产品供
省品牌企业参加了日本国际五
应链及省级融媒体平台电商进行了讲解。
（牛润兴）
金花园及农业博览会，举办了

□ 本报记者 陈高鹏 通讯员 吴慧芳

人正在履行脱贫程序，除今
年新识别的 1 户 2 人外，现
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
全部脱贫。
在本次调研中，捷信
消费金融有限公司通过
六安市红十字会向合兴
村定向捐助 5 万元资
金。
（李波）

本报讯 10 月 25 日，首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城市大气联防
联控协商会暨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揭牌仪式在合肥市政府会议
中心举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正式落户
合肥市蜀山区。
“这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合肥
对接和服务长三角城市的又一最新平台。”合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罗云峰指出，近年来，蜀山区抢抓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
色发展，大力培植环境产业，目前已基本形成“环保技术研发-核心基
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等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
今年 1-9 月全区环境产业实现产值达到 18 亿元。
据介绍，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是安徽省唯一
环境产业集聚园区，园区坐落在有着“安徽最美开发区”之称的合肥蜀山
经济开发区。蜀山经济开发区将以此次挂牌为契机，整合现有环境
产业优势资源，推动安徽首家环境科技大厦启动运营，将园区打
造成为合肥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产业合作
平台。
（查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