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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求多效，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试点项目启动来，在经济、产业、就业等方面
带动效果凸显，更催生本土电商企业发展，从
而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和地方经济效益明显。根据当前业
务量发展趋势预测，2015 年度的业务放量将
给地方带来巨大的流量经济和财税收益，同
时拉动航空货运量爆发式增长。

产业链带动效果明显。全国网购物流分
拨中心初步显现，众多国内外物流企业集聚河
南发展业务，以航空、铁路、公路立体多式联运
的方式，满足不同业务需求，物流优势凸显。
跨境电商金融结算、功能初步显现，已有十几

家金融及支付企业对接，金融供应链体系初步
搭建，物流流向决定资金流向的功能已体现。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信息集成中心地位
初显。与郑州信息化平台完成对接的企业
近 200 家，其中来自国外 16 个主要国家的
交易平台完成对接，国内前 10 位电商及平
台已完成对接，跨境电商数据吞吐量居世
界前列。

催生本土电商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20 家本土电商企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带动
贸易、物流、生产、加工等传统产业开展跨境
电商业务，实现转型升级。

拉动就业增长。试点业务开展前，区内

企业员工不足 500 人，目前已达到 3000 人，半
年后将达到 3 万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带一路”的宏伟
蓝图，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兴业态快速成
长，国家战略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打造，郑欧班列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形成，大通
关、大数据政策的持续向好，产业梯度转移的
历史机遇，与坐拥中国内陆多式联运核心枢
纽郑州无可替代的货源集疏优势，共同促成
了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影响世界的商业模式创
新和厚积薄发的业务快速发展！正在形成国
际贸易和时尚消费的主导潮流，鼎力支撑郑
州国际商都建设。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栾 姗 通讯员刘象乾 张
艺雯）3 月 26 日，记者从新郑市政府获悉，被誉为“华
语第一论坛”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将于 4 月 19 日在
新郑市西亚斯国际学院隆重举行。

据了解，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八
届，今年是第九届。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
文史研究馆指导，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
学会、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由新郑市人民政府、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承办。活动于 4 月 19 日—21 日举行，主题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包含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丝
绸之路和新丝路经济带、电影《轩辕大帝》和具茨山
岩画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举办期间，还增加了陈国创
枣乡风情画展，论坛主要有嘉宾演讲、会长访谈和电
影《轩辕大帝》典映等环节。

新郑是黄帝故里，是中华民族的圣地，是海内外
华人心灵的故乡。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黄帝故里新
郑举行的拜祖大典，已经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
载体。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体活动之一的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被誉为拜祖大典的灵魂工程，在弘扬
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的成功举办，广大海内外华人对“中华
民族的精神家园”——黄帝故里的认同感与日俱增，
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传播，
为中华民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国力量，推动
民族团结，促进炎黄子孙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目前，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加紧展开，届时，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将莅临
演讲。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栾 姗 通讯员丁 伟 竞 适）
3 月 24 日，中牟县全域旅游发展研讨会在牟山宾馆召
开，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的
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上专家们深入探讨，积极
献策，认为中牟旅游的目标是建设“都市型田园城
市”。

中牟县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中牟县处于中原经
济区、郑州都市区、航空港区“三区”带动区域，交通
便利，四通八达，集铁路、公路、航空优势于一体。近
年来，中牟县以汽车产业、时尚文化旅游产业、都市
型现代农业“三大主导产业”为引领，兴建了“绿博
园”、“方特欢乐世界”、“国家农业公园”、“弘亿国际
农业示范园”等一大批高标准的旅游观光项目，吸引
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悠久的
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都为
中牟开展全域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中牟的各项优
势和中牟县目前的基础条件，对比参考国内外旅游
业发展较好的城市，找出中牟的优势和劣势，在发展
思路、定位及规划建设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
牟县打造全域旅游要先思考，找定位，重规划，后发
展。要树立清晰的品牌形象，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旅游是一个可以嫁接的产业，中牟县可结合自身优
势，打造农业观光游，工业主题旅游，环保教育旅游，
地标式教育旅游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具有娱乐文化
特色的全域旅游。”

从全年受理49.4万票 到日受理102.564万票

郑州 E贸易业务量
缘何“井喷”？

□郑州观察记者 栾 姗 曹 磊 本报通讯员 全四清

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下月将在新郑举行

专家献策
中牟县全域旅游发展

3 月 25 日，郑东新区第四届软式棒垒球锦标赛
暨软式棒垒球“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郑州市第八十
八中学运动场举行。据悉，自“国家级软式棒垒球实
验基地”落户郑东新区以来，该项目已走进 19个中小
学校、3 个幼儿园和 4 个中心校的 34000 名学生的体
育课堂。 本报通讯员 韩瑞娜 摄

一组数字对比可见证郑州 E
贸易的飞速发展：郑州市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试点项目进口业务量已
呈现出“单月超全年、单日超单月”
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

2013 年，郑州 E 贸易试点
运行当年，受理进口申报单

0.9万票

2014年全年，受理进口申报

单49.4万票

2015年1月，受理进口申报单

100.9万票

2015年3月3日当天，受理进

口申报单102.564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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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民体验 E贸易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破解“三难”，打造一站式服务A
无时空限制的电子商务发展现已成为国

际贸易的主导趋势，但我国在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的物流环节中，清关难、退税难、阳光结
汇难，“三难问题”影响跨境贸易的快速发
展。为破解“三难问题”，2012 年 5 月，国家选
出五个城市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工作，制
定解决三难办法。2012 年 8 月 11 日，由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为承办单位的 E 贸易项目获得
国家发改委审批。经过不懈努力，郑州成为引
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试点项目的风向标。信
息化平台率先上线，进出口双向流程率先测
试，实施方案率先获批。根据郑州提议，总署
先后发布 59号文和确定 1210模式。

平台公司投发总监卢水福说，作为全国唯

一一家将国家试点项目（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纳
入主导产业的功能型服务平台，不断挖掘服务
内涵、提升服务质量、拓展服务领域，在方便客
户办理业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打造的“三个
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一站式”
服务完全符合国家通关便利化政策，成为该中
心业务不断放量、持续引领全国跨境电子商务
风向标的重要支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
察、鼓励该中心“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原因。

电商企业小红书业务负责人称，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服务流程比较规范，有专门
服务人员，可满足客户不同需求。比如，一
家电商企业想进驻的话，首先需要完成海
关和检验检疫备案以及系统对接。按照海

关 56 号文规定，入驻企业只需要在保税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企业备案申请表、企
业承诺书，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销售网站
首页截屏，并加盖企业公章，同时，也需在
检验检疫完成备案。保税企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帮助企业办完相关手
续。然后由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与海关
和检验检疫的信息系统对接，之后就可以
正式开展业务了。

目前，在优化企业办事流程上，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率先在全国试点中实现的“三个一”

“一站式”服务，对包括进驻企业和零散客户
在内的所有网商、电商、物流商等客户都是福
音，被业内称为 E 贸易“一站式”完美服务。

先行先试，业务量全国领先B
自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已有菜鸟、网易、敦煌网、DHL 敦豪、
KENKO 肯高、韩国趣天 Qoo10、美国购物网、
聚美优品、京东国际、中通国际、中邮集团等
知名企业在郑州试点“落地”或开展战略合
作，综合业务量遥遥领先其他全国试点城市，
系统处理能力从 1 万包/日到 10 万包/日再到
100 万包/日，并朝着“无边界”方向持续扩容。

硬件设备设施全国更新最快、标准最
高。郑州是全国唯一一家集保税物流中心资
源于跨境电商业务的试点，已拥有 6000 平方
米综合查验中心、10 条操作流水线及 1 条邮

政专用分拣线等。为解决半年内 17 万平方
米新入驻企业和已入驻企业扩容的办公场地
缺口之需和设备升级，平台公司启动建设 5
万平方米自动化综合查验中心、5 万平方米封
关区扩容申报、5 万平方米保税库扩建及临时
建筑等，再加之 10 万平方米堆场，专用三网
光纤机房等系统配套，为规模化业务运营提
供了场地设备设施保障。

打造跨境物流集疏体系。成立第三方物
流服务平台，构建全球跨境物流网络体系，取得
国家邮政国际航线承运权，建立出口专线体系，
依托周边国际主要航运节点，建立干线网络，向

郑州集结分拨，形成国际物流集疏中心，大幅提
升郑州航线密度，全力打造E贸易支撑体系。

人才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平台公司已持
续引进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跨境电商、信
息技术、金融、法务等行业高端管理人才及专
业人才。公司管理团队中 60%以上为国际知
名物流和电商运营的高端管理人才；35%的
专业运营人员为海归专才，具有丰富的国际
业务经验和专业技能；建立跨境电商学院，专
门培育跨境电商行业专门人才。公司从人才
引进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完善了跨境电商行
业各种层次的人力保障体系。

转型升级，带动效应凸显C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李 林）“邻里互助，友好
相处，主动问好；告别冷漠，参与活动，支持社区；杜
绝高空抛物，杜绝窗外抛撒……”3 月 26 日在郑州二
七区建中街街道庆丰社区会议室，社区书记陈丽娟
宣读了由居民们共同倡议制定的“邻里公约”16 条文
明条款。

庆丰社区位于老城区，无主管楼院多、开放式小
区较多，不文明养犬、高空抛物、杂物堆积等一些行
为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如何引导居民自我约束、自
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营造出良好的生活和公共环
境？为此，社区结合一征三议两公开，成立了邻里公
约商讨小组，通过公开征求意见，整理、提炼，召开居
民代表会议讨论、修改，终于形成了包括邻里互相主
动问好、居民文明停车，关注儿童健康成长、文明养
宠等 16 条文明条款。

庆丰社区“邻里公约”通过一征三议两公开顺利
推行，充分发挥了居民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和自我管
理作用，倡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条款，共同监督不文
明行为，融洽了邻里关系，助推了和谐社区建设。

订制“邻里公约”
助建和谐社区

从2014年全年受理进口申
报单 49.4万票，到 2015年 1 月
受理进口申报单100.9万票，再
到今年3月3日受理进口申报单
102.564 万票……郑州市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试点项目业务量
已呈现出“单月超全年、单日超
单月”的突飞猛进增长态势。

3 月 23 日，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平台公司总经理徐平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将
通过一系列措施，打造成为“总
量规模全国前列、综合服务体
系全国最优、产业链支撑全国
最强”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
展高地，建设成为“一带一路”
上重要的全球网购集散分拨中
心，努力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的发展目标，为建设现代化国
际商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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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物流中心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