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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原大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与世界相融的力度也越发强劲。在开放的

浪潮中，郑州海关无疑是内陆中原与世界接轨

的重要监管者、服务者、促进者。河南目前的开

放态势如何？郑州海关未来将从哪些领域重点

发力以更好促进全省外贸发展？10月 24日，

记者采访了郑州海关关长、党组书记贺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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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河南目前的开放态势如何？

贺水山：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
实践。”改革开放 40年来，河南开放型经
济的迅速发展有力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一
系列国家战略的相继落地，河南迎来了
对外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数据可以看出，河南外贸总值已
连续跨越 2000 亿、3000 亿、4000 亿、
5000亿大关，2017年达 5232.8亿元，稳
居全国第十、中西部第一。郑州海关的
业务量也在快速增长：2010 年到 2017
年，报关单量增长13.8倍，监管进出口货
值增长11.9倍、进出境邮件增长28.5倍、
进出境人员增长4.1倍。

我省开放载体和平台也在日益完
善，目前共有 8个功能性口岸，3个综合
保税区、2个保税物流中心和 15个保税
仓库，其中新郑综保区进出口值 2016、
2017年连续两年居全国综保区之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河南与
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是迅猛增长。不
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内陆大省河南正
借力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
路”，大力打造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和枢纽，以“领路”之姿，与世
界深度相融。

记者：根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入

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已划入海关

总署，新海关会给通关带来哪些变化呢？

贺水山：今年4月 20日起，原河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以郑州海关名义对
外开展工作，海关的职责更宽广、责任也
更重大。半年来，关检业务进一步融合，
通关流程进一步优化，通关成本逐步降
低，通关效率不断提高。下一步，郑州海
关将坐标河南在中部崛起中的大省地
位，继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争当改革创
新、敢为人先的先行关，建设追求一流标
准、创造一流业绩的标杆关，打造具有独
特品牌、广出经验的样板关，牢牢抓住

“一带一路”等诸多国家战略和重大开放
平台密集落地中原的历史机遇，积极服
务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让新海关建设在中原更加出彩。

记者：在下一步工作中，郑州海关将

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

贺水山：下一步，郑州海关将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多方面助力河南开
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是持续助力空中、陆上、网上、海
上四条“丝绸之路”建设。支持郑州、
卢森堡“双枢纽”战略实施，积极推进
郑州国际货运航空枢纽建设，支持郑州
机场国际客货运航班、航线加密；支持
郑州成为铁路新舱单试点城市，支持郑
州加快开展中欧班列运邮测试，促进中
欧班列和邮政口岸互动发展。进一步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监管模式，积极
落实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成果，支持
郑州规划建设 EWTO（跨境电商）核心
功能集聚区。

二是持续支持多式联运发展。顺应
现代物流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多式联运
海关监管新模式；扩大航空与高铁联运
货品种类、推动“卡车航班”搭载国际快
件模式；支持郑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建
设，积极推进德邮、澳邮、泰邮等进境邮
件“一点通关、分拨全国”模式。

三是持续营造良好开放环境。认真
落实全国口岸提效降费工作部署会会议
精神，抓好“提前申报、货到验放”、优化进
口转关单核销操作手续等措施落实，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严格口岸查验和疫情防
控，严防重大传染病疫情传入，有效防范
物种资源丧失和外来生物入侵，切实把好
口岸公共卫生安全关、重大疫情防疫安全
关、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关，筑牢口岸安
全防线。持续保持打击走私高压态势，严
厉打击洋垃圾、象牙及制品、冻品等走私
入境，严防各类违禁品入境。

助力内陆中原走向开放前沿
——专访郑州海关关长、党组书记贺水山

郑州海关：打造内陆强关助力中原崛起

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
设是河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一招。面对机遇，郑州海关坚守职责，主动
作为，先后出台27项措施，支持郑州国际
航空枢纽发展；对生鲜货物实行“提前报
关、简化流程、货到验放”快速通关模式，推
动郑州机场成为我国重要的水果空运进口
口岸；积极拓展卡车航班覆盖范围，支持飞
机租赁、离境退税、混装混载等新型业务开
展。

“为保障所有国际航班、旅客和进出口
货物快速通关，我们分别实行‘7×24’小

时验放制度和预约通关制度。”10月24日，
在郑州机场工作近10年的海关关员袁凯
感叹道“海关人见证了郑州机场第一次开
通国际快件、跨境电商等业务，第一次进口
智利车厘子、北美鳌龙虾，监管国际货邮量
连年突破10万吨，货邮吞吐量突破50万
吨大关……我们为家乡河南骄傲！”

据郑州海关统计，2017年，郑州机场
口岸海关监管货邮量 43.5 万吨，增长
66.3%，其中卢森堡货航国际货运量达到
14.7万吨。郑州机场航空货运量跃居全国
第7位，其中国际货运量跻身全国第4位。

从 2013 年 7月 18日开行第一趟列
车，中欧班列（郑州）在这条促进亚欧贸易
大发展的“陆上丝绸之路”上越开越快。
郑州海关结合班列运输物流特点、进出口
产品特征、规模等，为班列量身定制了便
利化监管通关方案。

“针对查验发现异常仅需改单后放行
的报关单，我们开展了‘先放行后改单’通
关试点，极大提升了通关效率；对符合要
求的集装箱，启用H986非侵入式大型集
装箱机检设备开展查验，使集装箱不用开
箱、重装就能准确查验，省去了大量时间；
主动对接企业，对拼箱货物开展预检，建
立报关差错通报机制等，多措并举提高通

关时效。”郑州海关驻东站办事处关员邢
浩森说。

据郑州海关统计，中欧班列（郑州）运
行五年来，累计开行1353班，货值69.5亿
美元，承载货重67.12万吨；从最初每月去
程一班到如今每周“八去八回”；运载货物
也由初期的轻纺产品扩大到汽车、食品等
全品类产品，如今，中欧班列（郑州）的载
货量、满载率、集疏网络覆盖区域及市场
化综合运营能力稳居全国中欧班列前
列。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广生说：“郑州海关开通特种箱
验放通道、实行预约通关制度，为中欧班
列（郑州）打响名声提供了很大帮助。”

2013年 7月 15日，郑州跨境电子商
务试点正式运行，郑州海关对跨境电商
这一全球新业态的监管在探索中创新，
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尤其是在全国率先
推出的“1210网购保税”模式，直接推动
郑州跨境电商发展占据领先优势。

海关信息化系统的不断优化也为河
南跨境电商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目前
已具备完善的物流、账册、备案、查验等
环节的自动化处置功能，极大地减少了
人工的低效处置，提高了企业与海关的
通关效率。以郑州海关建立起的全国第
一个商品备案数据库为例，现已实现报
关单放行后所有商品自动备案，5年时间
累积了近 30万种商品的名称、规格、归
类等商品数据。

“我们还出台了《关于加强跨境电商
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切实保护
消费者权益的实施意见》，还形成了《跨
境电子商务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规范》等
四项地方标准，对全国跨境电商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郑州海关
驻经开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田艳萍说。

“强大的单量处理能力，快捷的通关
速度，为我们电商企业的快速发展打牢
了基础。”某电商企业负责人由衷感叹
道。

2017年，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
进出口清单 9000余万票、贸易额 102亿
元，业务量连续五年迅猛增长，2013 年
至 2017 年的网购保税进口业务量均居
全国首位。

作为中部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新
郑综保区是河南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也是海关着力打造的内陆开放新名片。

智能手机项目是新郑综保区的主要
项目，也是推进河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重要一环。“通过进口手机预检验、入
区料件免验、全球维修产业监管等措施，
我们将监管作用延伸到企业的生产和物
流环节，打造了‘大口岸、秒通关、全便
利’通关模式，极大促进了手机生产和销
售。”郑州综合保税区海关关员王志杰
说。目前区内智能手机制造业已经发展
成熟，2017 年，新郑综保区手机产量突
破9000万台，区内手机产线达上百条。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新郑综保
区吸引了世界时装零售巨头——西班牙
某服装集团在区内设立分拨中心，郑州
海关创新组合“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先
入区、后报关”“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
管”“采信第三方检验结果”等自贸试验
区制度，不仅为该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仓
储便利，还保障其在 8小时内实现飞机
到港后货物分拣出区。截至今年 9 月
底，从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的服装共
9163吨、货值约 16亿元，覆盖全国 28个
省份、63个城市、525家门店，推动郑州
向建设中西部进口服装分拨中心的目标
迈出坚实一步。

今年前三季度，郑州海关共监管进出
境邮件4126.3万件,同比增长79.4%，是去
年全年监管量的1.2倍。郑州邮政口岸的
快速发展，为我省开放型经济注入新活力。

在郑州海关的积极支持下，郑州邮
政口岸立足本省服务全国，已陆续开通
美国路向、欧洲路向的国际邮件经转业
务，大大提升了口岸的辐射带动作用。
前三季度，郑州海关共监管邮件包机 55

架次，增长12.2%。
今年 7 月，郑州获批为中欧班列运

邮试点城市，国际邮包有望开辟出性价
比更高的铁路运输模式。为推动此项工
作顺利开展，郑州海关多次召开“郑新
欧”中欧班列运邮工作协调会，会同乌鲁
木齐海关等出境地海关制定监管配合办
法，确保运邮测试成功，助力郑州邮政口
岸建设再谱新篇。

“真想不到，在郑州这样一个内陆城市，竟然能买到这么多新

鲜的外国商品，还能现场提货。”10月 24日，来郑州探亲的李女士

在“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逛了三个小时后，意犹未尽。

这个日均人流量2.7万人次，汇集70多个国家和地区10万余种

进口商品的体验中心，是河南跨境电商平台的一张靓丽名片，更是汇

集了“1210网购保税”“秒通关”等诸多海关创新监管模式的示范区。

其实，这里也仅仅彰显了郑州海关服务中原崛起的其中一

面。全力助推河南空中、陆上、网上三条“丝绸之路”大发展，打造

新郑综保区成为中原开放名片，助推邮政口岸强势崛起……守卫

在国门监管第一线的郑州海关，在改革开放风云激荡的40年间，

不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推动河南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

保障中欧班列（郑州）越开越快

推动跨境电商一路向前

擦亮新郑综保区金字招牌

助推邮政口岸强势崛起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助力“空中丝路”越飞越远

今年 4月 20日起，原河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以
郑州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
作，海关的职责更宽广、责
任也更重大。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孙静

郑州海关关员对中欧班列（郑州）集装箱进行监管

郑州海关关员查验卢货航进境货物

郑州海关关员查验跨境电商包裹

郑州海关关员对出口鲜切花进行查验

郑州海关缉私局查获的走私象牙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