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一

6

区域商情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执行主编：
曲晓丽 责任编辑：
和

琼 美术编辑：
李 祯

制作：
李 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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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高质量推进 RCEP 落地落实——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区域活力加速迸发
自 1 月 1 日 RCEP 正式生效以来，大连
市充分利用好关税优惠、通关简化、贸易投
资便利化等政策红利，找准切入点、把握发
力点、谋划增长点，积极推动与 RCEP 深度
对接，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助力
东北地区高水平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更好
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打造对外开放
新前沿提供有力支撑。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立即部署
RCEP 落地实施工作，半年来，各领域各部
门纷纷为释放 RCEP 政策红利打出“组合
拳”。
建机制。大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召开专题会议，强力部署 RCEP 落地实施
工作。当地组建起 RCEP 工作专班，由分管
副市长任组长，明确专班职责、工作机制和
工 作 要 求 ，项 目 化 、工 程 化 、清 单 化 推 进
RCEP 落地。制定《大连市高质量实施〈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行动方
案》，全面落实商务部等六部委指导意见，全

方位对接 RCEP 规则。
搭平台。大连市改造盘活辽宁自贸试
验区大连片区闲置楼宇，吸引面向 RCEP 的
企业总部基地、经贸促进中心集聚，完善对
外贸、外资、外经等涉外企业的综合服务功
能，打造聚焦服务 RCEP 战略的标志性国际
商务区。设立 RCEP 企业服务中心，提供免
费工位、公共配套设施及 RCEP 政策咨询服
务。出台配套优惠政策，以高额奖励扶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面向 RCEP 国家扩大经贸往
来，
促进国际交流。
促外贸。大连出台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政策，对 RCEP 国别资信调查业务费用最高
给 予 100% 的 支 持 。 1- 6 月 ，大 连 关 区
RCEP 协 定 项 下 进 出 口 总 货 值 达 27.56 亿
元，累计可享受税款减让 2370 万元，签发出
口原产地证书 9014 份，完成关区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 13 家。
优服务。持续开展精准培训，采用“线
上+线下”
、论坛沙龙、政企
“面对面”
等方式，

自 RCEP 签署以来共组织 70 余场培训累计
参训企业 4000 余家次。启动搭建 RCEP 服
务网，为企业提供关税查询、原产地判定、政
策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大连海关指导企业
进行 RCEP 资格申明后采用“征保放行”方
式，提前享受 RCEP 红利；将企业信用“嵌
入 ”RCEP 原 产 地 证 书 签 发 管 理 ，提 高
RCEP 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及自助打印应
用效能。
经过半年多的落地实践，大连全市上下
积极为市场主体营造发展“好环境”，外向型
企业对 RCEP 优惠政策的熟悉程度和利用
率不断提升，很多企业已从 RCEP 生效带来
的关税优惠、通关简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红利中充分受益。上半年，大连市进出口
2262.9 亿元，同比增长 11.7%，增幅比前 5 个
月扩大 3.2 个百分点，增幅分别高于全国 2.3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9.7 个百分点。其中，
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768.38 亿元，增
长 8.5%，占比 34.16%。一系列可喜数据，折

射出 RCEP 助力区域发展的向好态势。
随着实践逐步深入，RCEP 将推动大连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更多优秀的市场主体和
要素资源，拓展“引进来”的广度和深度。同
时，从中长期看，RCEP 将大幅提升大连优
势产业和优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区域
经济一体化推动更多有实力的大连企业“走
出去”
。
RCEP 让“老朋友”重新感知大连的商
业价值。中日（大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已成为日企投资首选地，新日本工业团地、
中日生态示范城加快推进。欧力士医疗设
备保税融资租赁、韩国高端化妆品生产基
地、中石化 RCEP 氢能国际合作、海尔东盟
出口空调制造等一批项目新近落地。爱思
开海力士·英特尔 DMTM 半导体非易失性
存储项目正式开工。
RCEP 让“新伙伴”切身感受大连的便
利高效。大连落地国际中转集拼业务，促进
面向 RCEP 国家开展高附加值的港航业务

集聚。开通大连至澳洲直航航线，直达
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等澳洲重点
港口，搭建起东北直通澳洲的“海上
高速公路”。6 月，首次打通欧洲经
大连口岸至日本的集装箱过境中转
线路，为客户量身打造“中欧班列+
近洋航线”运输通道，全程运输时
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三分之二。
海风劲吹，浪奔浪涌;开放
大潮，浩浩荡荡。解放思想、抓
住机遇、勇于变革，持续释放
RCEP 红利，
大连大有可为。
（连 宣）

河南：
“以赛促学”推动 RCEP 政策落实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商务厅主办，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承办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RCEP）知识竞赛在郑州举行。商务部国际
司副司长杨正伟以视频方式向竞赛活动表示祝
贺，对河南省推动 RCEP 政策落实的创新举措给
予充分肯定。
据介绍，前 5 个月，河南省对 RCEP 成员国
进出口达 963.7 亿元，增长 11.2%，占全省总额的
29%；吸收 RCEP 成员国投资 6.8 亿美元，占全省

总额的 8.7%；
签发 2000 多份 RCEP 原产地证书，
涉及货值 1.3 亿多美元。
本次知识竞赛以“学懂弄通 RCEP 规则 服
务全省企业发展”为主题，分为线上“知识竞答”
和线下“知识竞赛”两个部分。线上部分已于 7
月 11 日-15 日举办，共有 1912 家企业、194 家相
关单位、5659 人参加。
本次线下竞赛，
经过几轮激烈角逐，
由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

分行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代表组成的
“勇
往直前队”
获一等奖，
由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郑州、
开封、
洛阳片区代表组成
的
“自贸先锋队”
、
河南省商务厅机关代
表组成的
“领航筑梦队”
获二等奖，
由郑
州市商务局代表地市组成的
“郑能量
队”
、
省直机关代表组成的
“踔厉奋发
队”
以及外经贸企业代表组成的
“乘风
破浪队”
获三等奖。
（杨晓卉）

应对挑战谋发展 抓住机遇向未来
——宁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专题培训会在银川举办
本报讯 为引导企业充分了解 RCEP 协定内
容，借 RCEP 拓展宁夏向东、向南开放新空间，助
推全方位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7 月 28 日，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专题培训会
在银川召开。
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一级巡视员陈
生荣就宁夏 RCEP 协定实施情况以及商务部等 6
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高质量实施 RCEP 的指导意见》进行
解读，他表示，RCEP 协定是一座连接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大桥，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新
的战略支撑点，将带来长远的市场机遇，要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充分认识
RCEP 重要意义，抢抓 RCEP 实施机遇，深入理
解把握协定规则，
真正让协定发挥作用。
会议指出，1-6 月，宁夏与 RCEP 成员国贸
易额 31.8 亿元，同比增长 25.1%，占宁夏外贸总
值的 25.9%。对 RCEP 成员国市场的依赖程
度居全国第 14 位，RCEP 成员国因
其与宁夏有较强的经济互补
性，经贸合作潜力足、空
间大，已经成为宁夏
外贸企业继美

国、欧洲两大传统市场后的重点出口目
的地。
会议要求，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要
会同相关部门，紧密结合本地区发展战略
和 实 际 需 要 ，认 真 梳 理 政 策 ，深 入 分 析
RCEP 为宁夏具体产业及产品扩大出口、引
进技术、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
带来的机遇，以及宁夏面临的潜在产业外移、
进口产品竞争等风险挑战，切实帮助企业用足
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提高把握 RCEP 机遇的
本领，引导生产型企业积极对标国际先进产业
水平，完善质量标准规则，提高管理水平和产
品质量，推动产品向中高端迈进，增强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领，提升品牌影响力
和市场竞争力。
（李合理）

本报讯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江苏交易团突
出“苏新消费”
主题，利用消博会国际采购、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开
展精品化招展参展、精准化采购对接，提高参会实效，助推江苏企
业展示品牌、开拓市场，
促进江苏省优质产品
“销全国、卖全球”
。
本届消博会，江苏省参展面积由首届的 300 平方米增加到
512 平方米，较上一届增加了 71%。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推荐
基础上，遴选确定 10 家具有江苏特色和开拓省外、国际市场潜
力的企业参展。
这些企业涵盖了衣食住行等多个消费领域，恒顺、洋河、
天际咖啡、今世缘、山水丝绸、鑫缘丝绸、苏宁宜品、雅迪电动
车、黄桥乐器和润宇水晶均利用此次消博会展览展示了最新
产品。除了组织企业参展外，江苏交易团瞄准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组织 59 家企业参加采购洽谈。此外，江苏交易团还
积极动员江苏省优势企业参加展会期间系列配套活动，拓展
国内国际市场，
扩大优质产品营销渠道。
消博会期间，江苏省组织泰州企业举行集中签约仪式。
江苏凤灵乐器集团与海南振龙希望琴行有限公司达成凤灵
钢琴、小提琴、中提琴等系列产品 180 万美元采购协议，江苏
美好超市有限公司与海南汇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参展企业纷纷表示，将以本届消博会为重要的展示“窗
口”
，
进一步做大做强，
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消博会期间，江苏交易团参加了全国消费促进及交易团组
织工作座谈会和第二届全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会、
2022 消费创新论坛等系列配套活动。
（商 宣）

昆山蝉联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首

浙江举行现代服务业跨国公
司对接会
本报讯 为推动浙江省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服务业外资招
引，7 月 26 日，浙江省商务厅在海南海口举办现代服务业跨国公司
对接会。威立雅、东丽、资生堂、泰佩思琦、瑞幸咖啡、特斯拉等 35
家跨国公司和普华永道、德勤等知名咨询机构的代表共 50 余人受
邀参加活动。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山在致辞中向客人介绍了在“八八
战略”
指引下，浙江过去十年发生的精彩蝶变和未来发展的宏伟蓝
图。他希望通过数字化改革，进一步推动放管服，为企业创业经营
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希望以浙江的优良服务，使各位企业家在
之江大地上能做到放心创业、安心经营、潜心创新。
浙江省商务厅厅长韩杰在推介中表示，浙江服务业和服务贸
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拉动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
擎，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主阵地。他强调，未来浙江将着力提升
服务业产业能级，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热忱希望越来越多企业
看好浙江、选择浙江、扎根浙江。
会上，跨国企业代表威立雅环境集团中国高级副总裁黄晓军、
特斯拉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监张栋分享了在浙江投资兴业的经验体
会，对浙江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周到优质的政府服务表示赞赏。杭
州、宁波、温州、金华四市分别围绕现代服务业、港航服务业、科创
服务和总部经济、内陆开放新高地等主题进行了推介。浙江省内
11 个市商务（投促）机构代表与客商进行了广泛务实的对接与交
流。
（齐 思 赵智展）

“苏新消费”亮相第二届消博会

本报讯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
济研究中心发布《2022 中国县域经
济百强研究》，江苏省昆山市蝉联榜
首，
继续领跑全国县域经济。
据悉，自 2016 年起，“赛迪顾
问”
连续发布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
成果，全面深入解读县域百强的区域
格局和发展特征，聚焦新时代县域经
济发展的新动力，力求借力县域经济
百强标杆，引导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本次评价从经济实力、
增长潜力、
富裕程度、
绿色发展四大维度的 24 个

三级指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
系，
最终形成榜单。榜单显示，
百强县
前十名城市分别是江苏省昆山市、江
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福建省晋江
市，浙江省慈溪市，江苏省太仓市、宜
兴市，
山东省龙口市，
湖南省长沙县。
2021 年，作为全国县域经济领
头羊的昆山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和“集聚新
动能”
两条主线，坚持创新驱动、转型
升级，产业层次持续提升、新旧动能
加速转换，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

长，实现“新的超越”，为“十四五”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昆山市认真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要求，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经济
运行呈现“加速修复、稳步回升”态
势。6 月份，昆山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1010.2 亿元，同比增长 15.3%；13 家
龙头企业加快复苏，完成产值 468.7
亿元，同比增长 19.2%；实现进出口
92.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
上半年累
计完成进出口 479.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5.3%。今年上半年，
昆山新设外资
项目 116 个，增资项目 46 个，新增注
册外资 2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为发展新兴产业、产业创新集群提供
有力支撑。
昆山市在推进城乡一体走向共
同富裕过程中，不断增加居民收入，
推动民生服务从
“有”
向
“优”
的提升，
让昆山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
福美好生活。2021 年，昆山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67871 元，比上年增
长 9.1%。
（孙宝平）

安徽肥东：电商发展态势强劲
□ 李 波 丁 胜
今年以来，安徽省肥东县多点发
力助推电商高质量发展，全县电商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企业核心竞争
力大幅增强，网络零售持续引领消费
增长，跨境电商成为全县外贸增长新

动力，农村电商成为助力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前 5 个月，肥东县网
上 零 售 额 16.4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05% ，农 村 产 品 网 销 额 14.67 亿
元，同比增长 17.17%。日前,在安徽
省推进电商安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认定一批省级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示范项目名单中，
合肥市肥东县、
中
国（肥东）互联网生态产业园获评全省
农村电商示范县、县域电商特色产业
园（街）区。截至目前，肥东县农村电
商工作已先后 5 次获省级表彰。
今年，肥东县成功申报为安徽省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试点县，结合相关
工作，肥东县积极探求“数商兴农”，
已建成运营肥东县电商大数据应用
中心，为各类电商经营主体提供精准
数据服务，成功上榜 2021 年全国“农
产品数字化百强县”，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中体现了商务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