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二

6

区域商情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本版主编：
韩 凯 责任编辑：
和 琼

美术编辑：
李晓芳 制作：
张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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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贸易协同发展 拓展国际国内市场

看广东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如何“秀实力”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外贸大省广
东 进 出 口 达 6.71 万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8.2%，进出口已连续 12 个月保持正增长。
在今年 4 月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实施的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中，
提出实施 贸易高质量发 展十 大工 程 ，其中
“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创新发展”被列为
十大工程的“重大贸易平台工程”实施重点
之一，从培育国家基地、加强品牌建设、开拓
国际国内市场等方面明确了基地建设的工
作目标。
“经过近一年的培育和发展，广东全省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产业进一步融合，国际
国内市场不断拓展，区域品牌效应显著提升，
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地总体实力稳步
增强。广东从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和服务
等方面持续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
展，助力贸易强省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
广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抓好“四个优化”
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量质提升
从广东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广东共有
73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包括国家级基地 47
家，
省级基地26家。各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应
如何依托当地产业优势，
打造为推动广东贸易
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此，
广
东从政策支撑、产业贸易协同发展、内外市场
布局、基地品牌建设四个方面持续优化，推动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取得
“量”
与
“质”
的双提升。
在优化政策支撑方面，通过研究出台《广
东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1-2025）》，从 5 个方面梳理政策措施 14
条，为广东全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
展指明方向。
“同时，还印发《广东省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统计制度》，建立基地规上企业、重
点平台、区域品牌等台账清单。指导相关地
市研究制定了一批基地高质量发展规划和行
动计划，推动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
省市县（区、镇）三级政策支撑体

系。
”
广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在优化产业贸易协同发展方面，广东充
分发挥行业商协会及基地龙头企业作用，持
续推进“政府+基地工作站”管理服务体系建
设，新认定一批基地服务工作站，进一步明确
了工作站的认定程序和管理职责。积极推动
建立基地服务工作站协同机制，指导基地工
作站以产业为类别设立专业委员会，促进基
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助力基地
拓展产业链贸易链。
在优化内外市场布局方面，2021 年以
来，广东省商务厅发动基地企业积极参加粤
贸全球、粤贸全国、海丝博览会、广交会、进博
会等线上线下重点展会，多元化开拓国际国
内市场。同时，加大对基地自办展会的支持
力度，不断提升基地特色产品展会能级，进一
步提升基地影响力和辐射面。
在优化基地品牌建设方面，继续推动基
地区域品牌和企业自主商标“双轮驱动”建
设，对首次注册的集体商标、原产地标志商标
及商标规则的制定与使用，以及在海外增加
注册国家或地区的给予资金支持。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加

强对基地品牌宣传推介，不断提升基地区域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产业贸易聚集度的提升，为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抱团开拓市场带来更多优势。截至
10 月，广东全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抱团参加
线上线下重点展会 120 多场次，参展基地企
以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业 7000 多家次。
助“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转变
此外，在管理服务体系上，广东省市县
（区、镇）三级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省
进入“十四五”时期，广东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服务工作站达到 67 个，基本实现一个基
基地正发挥其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方面的
力量，助推广东由“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 地认定一个工作站的目标。建立一支专业化
的基地管理服务队伍，对促进基地贸易产业
加速迈进。
融合发展的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初
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的持续推进
步建立起基地统计监测数据体系，逐步完善
下，广东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甚至全球享有较
基地规模以上企业清单、公共服务平台清单、
高知名度的产业集群，产业贸易集聚度进一
区域品牌清单等。
步提升。如佛山建筑陶瓷基地生产量约占全
广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
国 40%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陶瓷交易
广东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工作持续走在全
中心和产业集聚区。除此之外，广东外贸转
国前列，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按照广东商务
型升级基地在中高端家具五金、工艺陶瓷、灯
“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贸易高质量的目标任
饰等方面均领先全国市场。
务，推动《广东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
近年来，广东的基地区域品牌乘着外贸
展行动方案（2021-2025）》各项政策措施落
转型升级基地建设的“快车”，影响力得到进
实落细，同时进一步完善基地管理体系建设，
一步提升。据统计，在集体商标建设方面，全
加强对基地的指导培训，推动基地贸易数字
省基地区域品牌达到 59 个，全省集体商标在
化发展，为全国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贡献
境外注册的国家和地区达 100 多个。
更多
“广东经验”
。
（张光建 张顺鹏）

广西凤山发布
“凤栖源”公共品牌
本报讯 近日，2021 年凤山县“凤
栖源”公共品牌发布会暨农产品推介
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建于南
宁市青秀区滨湖路 38 号的凤山名特优
产品体验馆在同天揭牌。广西凤山县
紧抓发展契机，为当地农产品搭建上
行渠道，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凤山县位于广西河池市，素有“中
国长寿之乡”的美誉。当地绿色长寿
食品资源丰富，盛产火麻、山茶油、八
角 、核 桃 、百 香 果 、粳 米 等 特 色 农 产
品。近年来，为提升凤山县特色农副
产品整体附加值和产地品牌声誉形
象，加快凤山县特色农产品产业化转
型升级、引领贫困群众迅速脱贫致富，
凤山县立足当地生态优势，打造出“凤
栖源”
公共品牌。
广西商务厅市场建设处处长曹柯
笛表示，为把广西特色农产品的生产

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提高广西特色农
产品在全国市场的知名度和销售量，
广西商务厅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关于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
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鼓励打造地方
公共品牌，加大电商物流建设的扶持
力度，多措并举推动广西特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提档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普惠大众。
据凤山县政协主席韦海山介绍，
打
造
“凤栖源”
公共品牌，
旨在以公共品牌
为龙头、以生态产品为载体、以安全品
质为核心、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打造一
批有特色、有竞争力、有规模、有思想的
本土市场经营主体，
提升凤山县生态农
副产品整体附加值和产地品牌声誉形
象，
促进凤山生态农副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贫困群众迅速脱贫致富。
会上，凤山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
局党组成员、工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

广西名特优商品亮相食博会

韦荣忠上台为凤山县山茶油、核桃、水
牌。在本场品牌发布会上，
“ 凤栖源”
稻 、八 角 等 当 地 特 色 农 产 品 进 行 推
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凤山县电子商务
介。他表示，凤山始终坚持把凝聚着
协会向广西凤山原生态产品开发有限
凤山人民热情纯朴的产品献给全国人
公司、广西凤山春天有机农业有限公
民，让每一位消费者吃上来自国际长
司等 13 家凤山县生产加工企业授予
寿养生基地、世界地质公园的放心食 “凤栖源”
公共品牌授权书。
材。
本次活动与 2021 全国农产品产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广西站）同
副总经理陈明洪表示，下一步，中检集
期举办，同时在会展中心 B2 馆内专门
团广西公司将借助“凤栖源”的东风，
搭建特装展区，用于展出凤山县的名
以特色农产品为突破口，加大“凤栖
特优农产品。此外，展销期内还开设
源”品牌营销力度，进一步推广应用标
直播带货专题活动，由 2 名网红主播向
准化生产模式，筑牢质量安全底线，提
全国各地的网友推荐凤山好物。
升“凤栖源”品牌核心竞争力；积极参
据悉，该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与区内外大中型农产品展示展销活
商务厅主办，凤山县人民政府承办，中
动，提升品牌形象，强化与知名电商合
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广西
作，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为广大消
遇桂融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近
费者提供绿色、健康、安全的凤山特色
年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
优质农产品。
司积极参与凤山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据了解，
“ 凤栖源”是凤山县人民
合示范项目建设，健全电子商务综合
政府策划并推出的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服务体系，助推凤山县农特产品从“田
间地头”
走向
“千家万户”
。 （冯琳茜）

绍兴综保区（一期）通过验收

浙江绍兴再添开放动能
本报讯 近日，海关总署、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国家
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
汇管理局等八部委组成联合验收组，通
过视频连线对绍兴综保区（一期）进行
正式验收，并一致同意绍兴综保区（一
期）通过验收，这标志着绍兴综保区顺
利通过“大考”，进入新发展阶段，将为
绍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平台支
撑和强劲动能。
绍兴综保区位于国家级绍兴袍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规划面积 1.72 平
方 公 里 ，此 次 通 过 验 收 围 网 面 积 为
0.59 平方公里。自 2020 年 9 月获国务

院批复设立以来，在国家相关部委、省
原材料分拨、生物医药研发、跨境退换
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
货全球中心仓、融资租赁、跨境电商创
下，绍兴综保区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
新产业园等多个领域和业态。在绍兴
准建设、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奋勇
海关支持下，半导体显示装备项目进口
攻坚，克服了拆迁征地、水面占补、土
免税设备成为浙江全省综保区“提前适
地报批、资金筹措等诸多困难，跑出了
用政策”
首个案例。
在“一片白地”上建设综保区的“绍兴
通过验收后的绍兴综保区，将紧盯
速度”。
“五大中心”发展目标，围绕集成电路、
按照“边规划、边建设、边招商”的
生物医药、先进高分子新材料三大“万
思路，绍兴综保区同步并联推进招商运
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大力发展外向型
营工作，目前已有 20 个项目签约落户，
加工制造和研发设计、物流分拨、跨境
其中 11 家企业已完成注册登记，30 余
电商、检测维修、融资租赁、新型离岸贸
个意向项目正在进一步洽谈对接，涵盖
易、销售服务等业态，努力打造以服务
了半导体显示装备、晶圆减薄、进口铜
开放合作为重点、以新型贸易业态为特

色、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综
合保税区，成为绍兴新时代对外开放新
引擎、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为服务
和推动绍兴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
格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省将以此次综保区封关验收为
契机，全力推动绍兴综保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我省对外
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省级各有关
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突出重点，强
化责任，共同支持绍兴综保区建设发
展。”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李耀武
表示。
(洪丽敏 齐 思)

杭州：外贸逆势上扬 成绩亮眼
本报讯 今年前 10 个月，杭州实现
进 出 口 总 额 559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7%；出口额 3565.4 亿元，同比增长
26.1%，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均已超过
2020 年 全 年 ，出 口 全 国 占 比 提 升 至
2.04%。在种种不利因素之下，杭州外
贸的成绩可谓亮眼。
“今年以来，我们深化企业服务、强
化政策驱动，外贸发展逆势上扬，总体
呈现重点企业贡献增大、生物医药异军
突起、新业态高速增长的特点。”杭州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企业出口增长显著，主体培育
成效提升。1-9 月，杭州出口前 100 强

企业累计出口 1337.27 亿元，同比增长
59.6% ，占 出 口 总 额 的 42.1% ；出 口 前
1000 强企业出口 2462.96 亿元，同比增
长 45.8%，
占出口总额的 77.6%。
新兴市场出口增长强劲，传统市场
增长平稳。1-9 月，杭州出口市场排名
前五的欧盟、美国、东盟、拉美、日本，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9.6% 、21.4% 、31.5% 、
46.0%、4.1%；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口 1026.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8% ；对
RCEP 区域国家出口 723.74 亿元，同比
增长 23.2%，
占出口总额的 22.8%。
高科技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医药出
口依旧亮眼。1-9 月，杭州高科技产品

出口 596.88 亿元，同比增长 38.2%，占
出口总额比重 19.0%。新冠试剂出口仍
是杭州市外贸的亮点，带动医药材及药
品出口增长 121.1%。
一般贸易发挥压舱石作用，新业态
保持高速增长。1-9 月，杭州一般贸易
出口 2740.11 亿元，同比增长 29.3%，占
出口总额 86.3%；纳入省级示范的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出口 28.69 亿元，同比增
长 34.03%；跨境电商出口 100.1 亿元，
增长 4.4 倍。
从重点区县看，滨江、萧山、拱墅区
出口增速较高，萧山、滨江和钱塘区出
口规模靠前。

今年前三季度，杭州市外贸依存度
为 38.08% ，货 物 贸 易 净 出 口 对 杭 州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1.5%，拉动杭州
GDP 增长 2.15 个百分点，直接或间接带
动就业 400 万人，对经济增长和稳定就
业的影响显著。
“下一步，杭州市将全面落实商务
部《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
划》要求，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发
挥数字经济优势，充分发挥政策逆周期
调节作用，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
保持出口份额全国占比稳定。”杭州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祝之君 李竹竹）

本报讯 12 月 3 日-6 日，第三十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
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在江城武汉如期举办，广西壮
族自治区商务厅组织 20 家广西名优特产企业携核心品牌
食品以及“桂字号”
等产品赴约参展，集中展示广西丰富璀
璨的饮食文化，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消费者的
关注。
据从广西商务厅了解，本届武汉食博会广西特色食品
和名优特产专区坐落于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B 馆 B3-T02 展
区，面积 120 平方米。广西展区以“好山好水出好物”为主
题，
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理念，
充分展示独具韵味的壮乡
文化。
参展的广西食品企业群英荟萃，广西钦州市张振和坭
兴陶艺有限公司携中国四大名陶瓷之一的坭兴陶亮相，广
西梧州圣源茶业有限公司的六堡茶茶香令人驻足，广西竹
楼香酒业有限公司的糯米黄酒散发出醉人酒韵。广西鼎立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中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带来“顶
流网红”螺蛳粉，为了让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游客品尝到
“酸爽”
的美味小吃，
两家参展商现场煮起了螺蛳粉，
吸引了
一波又一波闻香而来的游客，
成为展会的明星产品。此外，
北海的珍珠饰品，
巴马的山茶油，
桂林的米粉，
贵港的葛粉、
马蹄粉，南丹的富硒大米，崇左的古法红糖，巴马香猪和广
西名香园的广式腊味等纷纷亮相广西展区，彰显来自广西
独具特色的名优特产和精益求精的食品工匠精神。
据广西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2021 年广西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桂字号’品牌竞争力、推动‘桂品出
乡’”
有关要求，自治区商务厅积极组织参展团参加本届食
博会，并设立广西特色食品和名优特产专区，组织广西食
品和特产企业参展，宣传展示独特的广西风味、壮乡饮食
文化和名优特产，充分展现热情、现代、开放的壮美广西，
促进广西食品和名优特产企业“走出去”
，为全国广大消费
者美好需求提供广西
“美味”
。
（何 欢）

昆山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数逾 2800 家
本报讯 近期，昆山第 8 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公
示。今年以来，江苏省昆山市累计入库企业 2810 家，同比增
长 32.35%，合格率达 89.43%。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895 家，占
总入库数量 31.85%。
据了解，今年，昆山市以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主体规
模、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为主要着力点，加强科技创
新服务供给，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增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企业竞争力，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加强政策宣传，进一步落实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减免政策，在全市科创载体中
广泛开展面向科技型初创企业的重点政策解读。今年三季
度，全市研发投入 77.96 亿元，总量位居苏州第一，同比增长
9.4%。去年，昆山全年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 106.12 亿元，
同比增长 27.3%。
昆山完善专业化创业孵化载体建设，集中支撑细分领域
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孵化。昆山市支持有条件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建立内部研发平台、技术中心等，优先申请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积极打造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链
条。截至目前，全年申报的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技型中小企业
占比达 75.64%。
为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做好科技金融进载体活动，
昆山市鼓励科创载体联合社会资本成立创投基金，
吸引社会资
本广泛参与，
为优秀项目和企业高速发展提供金融助力。做好
“昆科贷”
提档升级，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普惠性的融资需求
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增科创载体实现投融资服务全覆盖，
“昆科贷”
全年为 650 家企业解决贷款 21.55 亿元。 （孙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