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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地方商务巡礼·淄博篇

创新实干 砥砺奋进

淄博市商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 李希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淄博市商务局
坚持真抓实干、创新发展，开放平台、对外贸
易、利用外资、促进消费等各项工作取得实
效，为
“走在前、开新局”
贡献了商务力量。

消费牵引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淄博市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升，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更迭，促消费活
动成效明显。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快。淄博市
获评省级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入围
全国物流标准化试点和城乡高效配送专项
行动试点城市；张店区、淄川区、周村区被评
为山东省城乡高效配送示范县；2019 年方
达电商园被认定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沂源县入选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高青县、博山区获批省级电子商务示
范县。
市场主体培育不断加强。淄博市创新
出台中小商铺系列纾困政策，为承租非国有
房产开展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提供分档贴息
贷款，累计发放租金纾困贷 3.66 亿元，惠及
小商铺 12600 余家，相关工作经验在山东省
推广。开展齐 GO（购）
·齐享电商培育“沃
土计划”公益行动，加大直播电商人才培育
力度。
新消费领域持续提质扩容。淄博市举
办中国（山东）预制食品产业发展大会，推动
建设齐鲁预制食品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预制
食品园区；积极布局 MCN 领域，制定《淄博
市 MCN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引进
淄博万象汇、万达广场、吾悦广场等商业综
合体。
促消费活动成效明显。淄博市开展
“2020 淄博百日餐饮消费惠民活动”
“2021

淄在过年”
“2022 五好城市 淄在嗨购”惠民
消费季活动，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汽车消
费券、家电消费券超过 1.8 亿元；高品质举办
淄博青岛啤酒节、糖酒会等展会活动。

省“ 重 点 培 育 和 发 展 的 国 际 自 主 品 牌 ”称
号。连续上榜“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中国城
市外贸结构竞争力 30 强”
。
外贸新业态加快发展。中国（淄博）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正式获批设立，起草
实施方案并正式由山东省政府印发。对上
争取试点取得突破，新创建 4 个国家级外贸
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临淄区入选首批省级
外贸转型升级试点县，张店区入选省级进口
贸易创新示范区。博山区被认定为全省唯
一一家、全国首批 13 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之
一，建设经验列入商务部“国家文化出口基
地首批创新实践案例”
。

开放平台取得重大突破
近年来，淄博不断加快综保区、欧亚班
列等高能级开放平台建设，带动全市开放型
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高能级开放平台申建取得突破。淄博
综保区正式获批并实现封关运营，2022 年
1-7 月份，综保区实现一线进出口总值 32.98
亿元，同比增长 826.7%。
国际贸易大通道进一步畅通。淄博市
规划建设鲁中国际陆港，开通淄博-黄岛“五
定班列”。开通淄博始发“齐鲁号”欧亚班
列，列入全省“齐鲁号”欧亚班列 4 个始发城
市之一，拓宽了淄博市货物“走出去”和“引
进来”
的新通道。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淄博
市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沂源经济
开发区改革经验被评为山东省典型案例，4
家开发区获得山东省亩均税收奖励，数量居
全省首位。改革共剥离社会事务 685 项，剥
离开发区运营职能 185 项，整合归并事业单
位 84 个，内设机构、员额数量和管辖面积分
别比改革前减少 7.7%、58.7%和 30.1%。

利用外资保持稳步增长

对外贸易实现稳中提质
近年来，淄博市克服外部不利因素，对
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7 年完成进出口
总额 680 亿元，历史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
2021 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完成 1192.4
亿元，同比增长 33.6%。
外贸主体队伍进一步扩大。已与 204 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29 家企业获得

2012 年-2021 年，淄博市累计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517 家，增加合同外资 196 亿美
元，总投资 736 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外资
59 亿美元。新设立总投资过亿美元项目 39
个，
总投资 676 亿美元。
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
的重点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现代服
务业。2021 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中第三产
业占比达到 51.8%，其中，商务服务业占比达
31.1%。
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化。截至 2021 年，
来自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淄博投资，
香港成为淄博市外商投资最重要的来源地。
利用外资质量明显提高。淄博市成功
举办鲁港经济合作洽谈会、对外开放新平台
矩阵集中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累计有伊
士曼、空气化工等 56 家世界 500 强及行业领
军企业在淄博市投资了 73 个项目。
服务外资企业制度健全完善。建立并
完善了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制度，85 名外
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覆盖现存外资企业
471 家，57 位市、区县领导为全市 91 家重点

东西双向互济再添新引擎

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揭牌
□ 刘荣科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平行论坛之一，在
山东省商务厅、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支
9 月 20 日，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
持下，由上合示范区管委会主办。会议
会期间，上合示范区—丝绸之路经济带
期间，上合示范区管委会与新疆兵团商
核心区双向互济合作洽谈会在新疆乌
务局签署战略合作，将通过对口帮扶、
鲁木齐举行。会上，山东高速新疆国际
产业联动、梯度转移，实现资源共享、优
物流产业园暨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项
势互补。活动现场，还重点推介了上合
目揭牌。
示范区、中欧班列（齐鲁号）等平台载
据悉，项目建成运营后，将重点服
体，围绕培育贸易主体、优化营商环境
务鲁疆间、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 等方面，全方位展示上合示范区贸易投
沿线国家贸易物流业务需求，充分发挥
资的发展方向和潜力。
上合示范区的国际合作新平台优势和
当天，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
新疆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园暨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奠基仪式在
的地缘优势，进一步整合双方资源，推
乌鲁木齐举行。据悉，项目总投资 36 亿
动经贸、物流、教育等领域合作。
元，将重点打造“鲁疆班列”集运、中欧
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园暨
班列（齐鲁号）集拼中转、跨境电商与易
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项目将积极构建
货贸易平台服务、大宗物资供应链服务
“运贸产”一体的枢纽经济体，推动“一 “四个基地”
。
区双园”的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
地方经贸合作是上合示范区建设
发展优势。
的重要牵引。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在物流方面，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
与周边 8 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
将打造“鲁疆班列”
“ 中俄快线”等物流
重要通道，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通道，构建起上合示范区国际超级港通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今年以来，
过新疆辐射中亚、欧洲地区，新疆通过
上合示范区高度重视与新疆的务实合
上合示范区超级港联通日韩的双枢纽
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上合示范
格局。
区管委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以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为依托，上
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霍尔果斯口
合示范区还将与新疆地区深化产业对
岸、吉木乃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展战略
接，在经贸领域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
合作。首班“鲁疆班列”
“ 中俄快线”相
产业链分工协作。在新疆分园内建设
继开行，将最大程度发挥上合示范区铁
加工、分拨基地，承接商品初加工、物流
路和海运的运输优势，进一步完善示范
等上游环节，上合示范区进行产业链下
区海铁联运通道布局，畅通青岛通往欧
游深加工、展示、销售等环节，打造“东
洲的东西向运输国际物流大通道。
西贸易联动”
新局面。
自启动建设以来，上合示范区统筹
据悉，上合示范区—丝绸之路经济
海陆空铁邮“五港联动”服务功能，加快
带核心区双向互济合作洽谈会是第七
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截至目前，

外商投资企业担任“首席服务官”。开展外
商投资企业优秀企业家绿色通道服务，为符
合条件的优秀外商投资企业负责人颁发服
务保障卡。

对外投资合作有序发展

本 报 讯 “5 月 31
日注册公司，6 月 14 日
正式开展第一笔业务。
截至 8 月底，我司已经实
现进口额 9000 多万美元，
进口铜数量达 11000 多吨。”
谈及在浙江绍兴综保区的发
展，绍兴海亮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物流经营部总监朱琳说道。
绍兴海亮这样的进出口企
业，是绍兴综保区建设的见证者与
参与者，也是推动绍兴外贸平稳健
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一片白地”起家，绍兴综保区
高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大旗，跑
出了建设“加速度”。3 月 3 日，绍兴综保
区一期（0.59 平方公里）正式封闭监管、开
关运营，成为浙江省第 11 个、绍兴市首个

近十年来，淄博市有 70 家企业累计设
立境外投资企业（机构）120 余家。中方
实际投资额 181.29 亿元，累计签订对外
承包工程合同额 235.26 亿元,完成营业额
235.84 亿元。
“走出去”水平不断提升。鲁泰纺
织、英科环保、英科医疗、新华制药、七
河生物等企业积极布局海外，业务分
布在美国、香港、瑞士、马来西亚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
境外经贸合作
区稳步推进。齐鲁
（柬埔寨）经济特
区 在 2019 年 被
评定为省级境
外经贸合作
区。截至目
封关运营的综保区。
前，合作区累计投资 3.4
站在绍兴综保区封关运作半年多的节点回望，绍
亿 美 元 ，入 驻 企 业 15
兴综保区建设成效如何，
经历了怎样的开拓创新，如何
家。
成为企业发展的热土？
境外并购实现新
自建设以来，绍兴综保区始终把加快招商引资、加速
突破。蓝帆医疗通
产业集聚作为主责主业，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两大万
过并购柏盛国际和
亩千亿新产业，以“高端制造+新型服务贸易”为业态，大力
瑞士 NVT 公司两
招引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实效。
个国际知名品
“绍兴综保区是离我们诸暨工厂最近的综保区，
可以说是
牌，实现了从低
‘家门口的综保区’
，
为我们大幅节省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
”
端医疗设备公
朱琳进一步说道，
“ 绍兴综保区的办事效率很高，比如我们的货
司向综合型
物周五下午到，多放一天就会带来更高的资金成本，相关工作人
医疗器械公
员会在周末加班，
一路
‘开绿灯’
，
为我们及时处理报关等事宜。
”
司的成功
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塑造了绍兴综保区的
转型。
强大吸引力。目前，绍兴综保区已汇聚入区企业 30 家，其中不乏全球
领先的 OLED 显示屏生产设备供应商美国柯迪华半导体显示装备项
目、日本上市企业 TAZMO 株式会社投资新建的半导体先进制程设备
项目、专注于集成电路供应链物流的上海集成电路协会副会长企业泓明
供应链集团等。
作为绍兴对外开放的主阵地，绍兴综保区充分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政
策优势，不断加快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绍兴市首单“区间流转”业务通
关、绍兴市首票“一日游”业务成功通关、
“分送集报”通关模式落地、绍兴市首
单“1210”模式跨境电商商品顺利通关……一系列惠企政策的落实，有效帮助
企业降低成本，
让企业真正享受到通关便利，
持续促进外贸稳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绍兴综保区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8.7 亿元，环比增速强
劲。其中出口 1.6 亿元，进口 7.1 亿元；招引离岸贸易企业 5 家，完成离岸贸易额
5356 万美元。
（齐 思）

封关运作半年
绍兴综保区释放外贸澎湃活力

上合示范区已常态化开行 27 条国际国
内班列线路，链接起上合组织和“一带
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51 个城市，开
行国际班列超 2000 列；海铁联运箱
量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山东省唯
一 4F 级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开通
203 条定期航线，畅达 145 个国
内国际航点。
“我们将以上合示范区新
疆分园建设为契机，聚焦搭
平台、创模式、聚产业、强主
□ 王 佳
体，放大多式联运功能，进
一步融合双方资源优势，
不断巩固深化与新疆地
为搭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区域
区合作成果，形成发展
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展示内蒙古资源
合力，构建联通鲁疆、
优势，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企业了解内
蒙古、走进内蒙古，9 月 21 日，内蒙古自
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
治区商务厅分别举办了面向日韩和欧洲
对外开放新高地。
的线上招商引资推介会。
同时，统筹推进要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一级巡视员郝党
素资源配置、
国际
供应链服务、全
政在致辞中表示，内蒙古作为中国的“北大
球价值链策源
门”和首都的“护城河”，区域辽阔，横跨“三
等建设，加快
北”、内邻八省区、外接俄蒙，是我国“北开南
联、东进西出”的重要枢纽，也是我国向北开放
建设上合示
的重要桥头堡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对接载
范区国际
体。内蒙古山川秀美，物产丰盛，产业勃发，区位
超级港。”
优越，投资环境优越，与日本、韩国的经济互补性
张 新 竹
强，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为深化内蒙古与日韩
表示。
贸易投资合作，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机遇深
化与日韩合作工作方案，助推内蒙古与日本、韩国双边
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公使宋耀明表示，今年前
7 个月，中日双边贸易额达 2086 亿美元，日本累计对华投资
达 1255 亿美元，彰显疫情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强劲韧性和巨
大潜力。日本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截
至 2021 年，有 112 家日资企业在蒙投资兴业，累计投资金额达
2.83 亿美元，涉及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住宿餐饮、批
发零售等多个领域。内蒙古自治区区位优势独特，资源储量丰

内蒙古：云端汇聚搭桥梁
携手合作促繁荣
富、政策优势明显、产业基础良好。特别是近年来，内蒙古在出
台优化营商环境 1.0、2.0 方案的基础上，主动对标中国国内一流
水平，及时研究制定了《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
案》，以更高标准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提升外资服务水平。欢迎
日方积极拓展双方在数字经济、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
互利合作。
中国西班牙贸易协会主席卡洛斯·贝雷兹表示，本次推介会
将成为内蒙古与西班牙之间的桥梁，为双边合作提供促进服务
的交流平台。期待双方发挥在农业、畜牧业、贸易、工业方面的
合作潜力，充分利用欧洲与中国现有的联系纽带产生协同效应，
开展更多的贸易投资合作。
呼伦贝尔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主任关继峰在推介时说，在呼
伦贝尔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开区坚定不移地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打造呼伦贝
尔“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示范区、
“ 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智慧园区”为目标，全力推进建设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产业集聚和产城融合先行区，全力推进农牧业机械装备制
造、现代物流、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创新创优；科创服务、云计算
大数据、新能源、循环经济、生态环保等新兴产业集约集聚，全面
构建发展新优势，集聚发展新动能。诚邀各位企业家、各方有识
之士到经开区投资兴业，
共同谱写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篇章。
经过前期充分接洽，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经济发展招商服
务局、鄂尔多斯市商务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分别围绕云计算
服务、旅游研学、化妆品和食品进出口等，与韩国、日本的企业进
行多个合作意向签约。鄂尔多斯市商务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
区、内蒙古进出口企业协会分别在能源、橄榄油进出口、土豆种
植技术合作等，与来自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的企业进行合作意
向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