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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关税减让为山东外贸带来新机遇
“环己胺出口到日本，目前需要缴纳税率
为 3.1%的进口关税，RCEP 生效后就可以享
受零关税待遇。糠醇在 RCEP 生效首年，日
本 的 进 口 关 税 税 率 可 以 降 低 0.3 个 百 分 点
……”
近日，在位于 RCEP 青岛经贸合作先行
创新试验基地的原产地证书审签中心，青岛
大港海关原产地管理科科长胡潇正在与青岛
昂必立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二部经理崔玉嫱设
计 RCEP 生效后公司的享惠方案。
“我们公司主营化工品出口业务，每年对
日出口额为 2.6 亿元左右。由于 2019 年日本
不再给予我国普惠制关税优惠，而且之前中
日也没有生效过自贸协定，我们的产品与东
南亚等地的竞争对手相比，进口税率普遍要
高出 3 个百分点左右，处于明显的劣势。”崔

玉嫱说，
“经过海关的方案设计，我们了解到，
RCEP 生效后能够享受关税优惠约 320 万元，
不仅大幅提升出口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
力，而且有助于增加出口利润。
”
RCEP 在提升“山东制造”出口竞争力的
同时，进一步优化了日韩等 RCEP 成员国外
资企业在山东的发展环境。洋马发动机（山
东）有限公司是日本洋马株式会社在青岛城
阳区投资的一家从事低油耗、低噪音、低排放
小型柴油发动机生产的制造业企业。
“因生产需要，我们会从日本进口部分关
键零部件。发动机用过滤器的进口税率在
RCEP 生效首年就从 5%降至零，发动机用电
缆等零配件分步降税为零。RCEP 生效首
年，我们公司将节省进口关税成本 200 万元，
并逐年增加。”公司关务经理王平说，随着进

口税率的逐年下调，企业生产成本也会持续
下降。得益于政策利好，预计 2022 年，这家
公司自日本进口零部件将达到近 4 亿元。
RCEP 生效后，我国与日本首次实施双
边关税减让。根据 2020 年山东省对日本静
态贸易数据测算，RCEP 生效首年，山东省出
口商品可在日本享受关税减让约 3.8 亿元；
RCEP 完成降税进程后，山东自日本进口商
品可降低关税成本约 9 亿元。
“国内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在东南亚等地
投资设厂，RCEP 生效后，我国与日本以及东
南亚国家成为同一协定缔约方，RCEP 原产
地累积规则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低
成本流动，打通国内跨国企业内外循环堵点，
促进双循环良性互动。”青岛海关关税处处长
毕海军说。

青岛贵华针织有限公司在越南等东南亚
国家投资建设针织服装加工厂，产品主要销
往日本等国际市场。虽然国内母公司主营生
产针织布料，但是为了能够享受日本给予越
南原产针织服装的关税优惠，只能从越南当
地采购生产用布料，影响了公司国内与海外
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根据日本与东盟签署的自贸协定，针织
服装在东盟的价值成分必须达到 70%才能符
合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并在日本享受零关
税。由于针织服装加工比较简单，使用国内
布料无法在越南达到 70%的增值要求。即使
国内公司生产的布料质量优于越南布料，我
们也无法享受。
”
公司营业部部长李毓琴说。
“参加海关政策宣讲会后我们了解到，根
据 RCEP 的原产地累积规则，越南加工厂使

本报讯 12 月 22 日，由云
南省商务厅和昆明市商务局联
合主办，昆明会展产业促进会
承办的 2021 云南昆明会展产
业资源（大湾区）推介会在深圳
召开。本次推介会是昆明市会
展行业继 2020 北京推介会后
再次整体面向全国的专项营销
活动，采取展洽结合、主题推
介、合作项目签约、互动展示等
形式呈现云南昆明会展资源优
势，昆明市会展行业多个品牌
会展活动主办方参与推介。
活动现场，广东省会展行
业主管部门、会展行业协会、会
展企业代表、专业买家、媒体人
员云集荟萃。此外，参加会议

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会落幕

浙江抢抓 RCEP 机遇布局日本市场
为抢抓 RCEP 机遇，布局日本
市场，打造浙江出口“新名片”，日
前，由浙江省商务厅主办、浙江远大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四届
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会暨大阪
国际生活用品展在日本圆满落下帷
幕。
本届展会专注家居日用消费品
领域，采用“线下实体展示+线上即
时洽谈”
相结合的
“代参展”
形式，展
出面积 6729 平方米，共设 100 个展
位，71 家浙江优质企业参展。展会
持续三天，累计实现洽谈 5984 场
次，同比增长 36%。
“首次参展便崭露头角，并在展
会现场斩获订单。我们公司在展会
期间共吸引 562 人驻足展位，线上
洽谈也未见中断，意向较好、成单几
率较大的采购商数达 20 件。”浙江
金华一家生活用品公司负责人程女
士表示：
“在公司无法派员前往的情

况下，主办单位给予企业很大的支
持，
‘ 代参展’方式打开了我们商品
出口的新视野。
”
展会结束后，线上平台仍将继
续开放，为参展企业和专业采购商
免费安排“纯线上洽谈”的机会，进
一步放大溢出效应，延续展会平台
效果。
2008 年 9 月，浙江省首个海外
独立举办的自办展——浙江出口商
品（大阪）交易会在日本成功举办。
十四年来，展会累计服务浙江外贸
企业超 3000 家，接待日本专业采购
商超 16 万人次，拥有 25 家日本极
具实力的后援单位，一大批日本优
数据可反馈、展后数据可溯源”，力
质贸易采购团体早已成为大阪展的
保日本采购商“看得见”
“ 摸得着”
忠实参与者和合作者。
“谈得好”。大阪展提供的代参展
如今，大阪展已成为浙江省在 “全国样板”，为浙日供采双方解决
海外独立举办的规模最大、历史最
了参展全要素，高水平打响了浙江
品牌。
久的经贸类专业展会。确保参展企
2022 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
业不出国门
“展期洽谈可实时、展中

□ 张文帆

化 50 周年，也是 RCEP 协定正式生
效的第一年。第十五届浙江出口商
品（大阪）交易会暨大阪国际生活用
品展也将如期举行，为更多的浙江
企业和优质采购商搭建广阔的经济
交流平台。
（王 琪）

的还有澳门博览局驻深圳办事
处、昆明市人民政府驻深圳联
络处和多家央企、港澳企业、会
展行业全球龙头企业等 150 余
家来自大湾区的各行业代表、
采购嘉宾代表，以及云南省的
部分企业代表参加。
会前，大湾区参会嘉宾及
企业家参观了昆明会展企业展
示区，并与属地政府、协会、企
业分别围绕项目合作、政策扶
持、资源分享等方面开展互动
交流。
会上，云南省商务厅对云
南全省的会展资源做了统一推
介，并重点向大湾区各行业企
业推介了南博会，昆明市商务
局就昆明近年来会展行业发展
趋势、取得成果、相关行业发展
数据进行宏观及系统的展示说
明，生动客观地描绘出昆明市
会展业未来的发展蓝图，有效
增强了与会嘉宾的合作信心。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袁再青会

重庆江北创新实现知识产权
“掌上通”

打通知识产权要素全链条
江北平台负责人介绍，小程序是
江北平台构筑“互联网+、一站式”服
务平台的新型快速微信通道，作为江
北平台网页版的补充和升级，旨在为
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专业的知
识产权服务，进一步提升用户使用体
验。
江北平台小程序主要包括“专利
检索”和“项目交易”两个模块，公众可
在手机端便捷实现超过 1.3 亿条的全
球专利查询、详情浏览、收藏、PDF 下
载等多维度检索功能，以及优质知识
产权项目查询、筛选、查看、供需对接
等功能，创新实现专利“掌上通”，进一
步提升知识产权转化实施效率。专利
分级小程序，以“专分级、精管理、促运
营”为理念，通过大数据构建 40 余项
指标的价值评估模型，可快速识别、挖
掘高价值专利，为政府部门制定区域
管理策略提供数据参考，助力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专利资产差异化管理和
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据悉，江北平台是重庆市首个综
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整
合“政策+产业+平台”资源，以“立足
江北、服务重庆、辐射西南”为理念，建
成了集展示、咨询、托管、评估、交易运
营、行政管理与决策支撑、线上线下功
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服务平台。
江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江北平台自今年 7 月上线以来，累计
发布全国供运营的交易供需信息 2 万
余条，点击量超 2 万人次；提供百余项
知识产权相关服务产品；11 家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升级成为托管服务商，发
布近百项托管服务；提供知识产权咨
询 2 千余次，有效打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产业集聚加快保护运用创新
在江北区支持下，多家重庆市乃
至全国知识产权服务领域头部机构引
入江北平台线下的所在地——重庆科
技金融中心，包括重庆市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促进会、地理标志发展促进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西南
知识产权集团等十余家协会服务领域
高端机构，初步形成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集聚区，并为重庆市数十家企业提
供知识产权保护、维权服务，实现知识
产权保护与运用协同发展。
今年，江北平台成功入选 2021 年
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公共信息

服务网点，国知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重庆代办处落户江北平台。与此同
时，该平台线下提供覆盖知识产权创
造、运营、保护、管理、金融、项目申报
等 60 余项公益性咨询服务，形成“全
方位、一站式”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大
厅，提高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可及性
和普惠性。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新形势下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壮大的内在需要，江北平台还积极
探索知识产权与金融相结合的运营新
路径。启动知识产权保险产品试点，
积极探索以保险方式，分散“专精特
新”
“ 小巨人”和重点领域中小微企业

长等业界权威人士，在分析了
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国际会展业
面临的困境和发展趋势后，对
近年来云南省和昆明市会展业
在国内的发展情况进行通报，
并对昆明会展业给予厚望。
云南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昆明南亚东南亚进口商品
商贸有限公司、云南中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云南万隆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云南佳卓会展
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围绕会展
项目及资源，形象地推介了昆
明会展载体资源、企业优质资
源、品牌展览及会议项目，
各推
介企业均与大湾区有关协会、
企业达成合作意愿，签订了多

云南昆明赴
大湾区推介会展产业

以全面深化服务贸易试点为契机

日前，记者从重庆市江北区商务
委获悉，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产业生
态环境，推进技术流动便利化，12 月
23 日，由江北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
平台创新开发的“江北知识产权运营
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及“重庆江北专
利分级管理系统小程序”正式上线，标
志着西南地区首次创新实现知识产权
运营平台 PC 端与移动端的双向互动，
也是江北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
设的特色探索实践。

用的中国产布料可以视为缔约方成分。我们
使用国产布料加工的针织服装符合 RCEP 完
全原产要求，可凭越南签发的 RCEP 原产地
证书在日本享受关税优惠，并逐步降为零关
税。”李毓琴说，这不仅将打通公司跨国产业
链、消化了国内针织布料产能，而且将提高产
品质量和公司整体利润。
据青岛海关统计，2021 年前 11 个月，山
东省对 RCEP 除中国以外其余 14 个成员国
进出口 9371.9 亿元，同比增长 35.4%。
“ 下一
步，青岛海关将以 RCEP 生效为契机，联合商
务、贸促等单位加大政策宣讲和靶向推介力
度，持续优化原产地管理模式，助力企业抢抓
RCEP 新机遇，促进国内企业与 RCEP 成员
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
毕海军说。
（赵广英 郑 军 勇琳琳 胡 潇）

在知识产权转化和维权过程中的风
险，推动实现以知识产权金融举措助
推区域科技创新升级，激活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江北平台负责人透露，下一步，
平台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贯
穿创新全链条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助力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
江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江北将推动
形成对标国际、体系完整、高效协同的
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制度框架，加快
便民利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
（俞 芳）
广告

遗失声明
青岛戈威工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博亚国际海运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BAL CONTAINER LINE CO.,LIMITED）正本海运提单, 提单号为：
BANR45NGSS0250, 船 名 ：S SANTIAGO，航 次 ：2145E，出 运 港:
NINGBO, 目 的 港: MANZANILLO, MEXICO, 箱 号: BURU6637924, 封号:B022927, 提单签发日期为 2021-11-18。特此声明
该票正本提单作废！
商务部办公厅陈亮不慎丢失工作证，
证号：
001569，特此声明。
商务部办公厅吴月琳不慎丢失工作证，
证号：
010226，
特此声明。
商务部服贸司王旭阳不慎丢失工作证，
证号；
150056，
特此声明。
商务部机关服务局韩林不慎丢失临时出入证，卡号：000415，特此声
明。
商 务 部 机 关 服 务 局 金 茂 物 业 曹 艮 凤 不 慎 丢 失 临 时 出 入 证 ，卡 号 ：
000190，
特此声明。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瞿宁畅不慎丢失工作证，
证号：
290147，
特此声明。
商务部贸易审计局陈硕不慎丢失工作证，
证号：
320054，
特此声明。

个合作协议。可以说此次推介
会是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再一
次的大规模、高规格的城市会
展产业整体推介活动。
会后，大湾区的会展行业
企业对到昆明市办展办会、交
流合作纷纷表示 出 强 烈 的 兴
趣，云南省商务厅、昆明市商
务局从项目政策扶持、落地保
障、
“ 一站式”服务方面向企业
办展办会、投资兴业发出隆重
邀请。
此次推介，有效加深了粤
滇两地会展行业的合作交流，
也为昆明会展业专业化、市场
化发展拓宽了渠道。下一步，
昆明市商务局将在云南省商务
厅的全力支持下，全面提升城
市会展竞争力，大力推动会议
展览业的品牌化、国际化、专业
化发展，合力争取更多国际高
端会议和展览传播昆明城市形
象，共同提升昆明会展的国际
影响力。
广告

厦门农商融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农商融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石狮市日尧
特此公告。
宋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编号：XMN厦门农商融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RY-ZQZR-2021-16 号），厦门农商融盈资产管理有限
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时间：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
公司（详见公告资产清单）。厦门农商融盈资产管理有限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公司与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的利息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法律判决文书的有关规定计算。
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告之日起立即向石狮市日尧宋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3. 清单中的
“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
元/人民币 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20 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石狮市中辉纺织品贸易
Z1711LN15695074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洪金钻、蔡文汝 ，蔡金莲、欧阳 C171130GR7267409、
交私抵（2015）400 号、
成积、
洪金钻、
蔡文汝
交私抵（2015）401 号

人民币

1681118

2

石狮市昊天纺织贸易有 交司授（2015）399 号、
Z1612LN15670508、
限公司
Z1712LN15697782

欧阳成积、吴文正 ，吴文正、何 C171205GR7268592、
C171205GR7268588、
琍琍、
洪明向、
洪秋丽
交私抵（2015）399 号

人民币

26370000

3

7130102015M400000100、
7130102015M400000500、
7130102014M400015800、
7130102014N300002200、
7130102014M400016100、
7130102014M400016500、
7130102014M400016700、
7130102014M400016900、
加怡(福建)进出口贸易
7130102014M400017200、
7130102014M400018200、
有限公司
7130102014M400019100、
7130102014M400020300、
7130102014M400020600、
7130102014M400020800、
7130102015M100005900、
7130102015M100006100、
Z1606LN15668336

福建省晋江市速登鞋业有限公
C160628GR3550310、
C160628GR3550315、
司、鹤壁市怡福塑料制品有限
C160628GR3550307、
C160628GR3550319、
公司、晋江振兴鞋塑有限公司、
C160628GR3550322
李桂真、
李延松、
萧嘉欣

人民币

79383407

4

泉州明恒纺织有限公司

纬恒（福建）轻纺有限公司、三
越（福建）化纤轻纺有限公司、C160615GR7683724、
C160615GR7683728、
石狮市菲丽斯服装织造有限公 C160615GR7683732、
C160615GR7683736
司、
何文安、
洪少迎

人民币

14738599

C161213GR7370321、
C161213GR7370329、
C161213GR7370323、
C161213GR7370324、
C161213GR7370326、
C161213GR7370331、
交司抵（2014）113 号

人民币

9606986.43

3550052013B100002202、
3550052014B100001101、
3550052013B100002201、
3550052014B100001102、
交司保（2014）002 号、
交司保（2014）221 号、
3550052013B100002200、
3550052014B100001100、
3550052014B100002200、
3550052014B100001103、
交司抵（2014）36 号、
3550052014BE00002200

人民币

29785690.79

C170628GR3553666、
C170628GR3553667、
交司抵（2016）34 号

人民币

48616148.2

1

Z1609LN15610824、
Z1702LN15613405

5

福建南洋服饰有限公司

Z1612LN15677605

6

福建卜大贸易有限公司

3550052014C000001100、
3550052013C000002200

7

福马咪咪（福建）食品工 交司授（2016）34 号、
Z1601LN15670867、
业有限公司
Z1706LN15698310

福建恒通卫浴有限公司、黄湘
洲、颜小红、福建省南安市南发
毛衫有限公司、厦门金南发工
贸有限公司、泉州中磁磁业有
限公司、颜和钦、黄扎治 ，福建
省南安市南发毛衫有限公司
福建卜兆实业有限公司、福建
帝皇房地产有限公司、福建省
晋江市兄弟鳄鱼鞋服有限公
司、福建上正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郑经融、潘雪容 ，福建卜兆
实业有限公司、福建卜大贸易
有限公司
成都福马食品有限公司、柯永
河 ，福马咪咪（福建）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

合同币种

基准日本金余额

遗失声明
天津北光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由ASIA SHIPPING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SZ) LTD. 承运的海运提单一
式三份，
提单号TSN21100355，
船名/航次：
MUNICH MAERSK/143W，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