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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上午，2万多票跨境电商
包裹在新郑综保区内完成海关申报、
理货、查验之后，转关至郑州国际陆港
搭乘中欧班列（郑州）出境；同一时间，
一架满载时尚快销品牌服饰的包机由
西班牙飞抵郑州机场，3个小时内就完
成所有通关手续分拨全国……近年
来，我省积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对外开放一系列重要论述精
神，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交流越
来越频繁，古老的中原大地焕发出勃
勃生机。

据郑州海关统计，近年来，我省外
贸进出口总值连续跨越 2000 亿元、
3000 亿元、4000 亿元、5000 亿元大
关，2018年达 5232.8 亿元。今年前 8
个月，我省进出口值2940.6亿元，同比
增长 1.5%，在全球贸易形势复杂多变
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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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战略相继落地河南，为我省开放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通关流程的不断
简化和通关效率的不断提升，增强了
我省外贸抗风险能力，推动更多豫企
走出国门，同时也助力河南获得越来
越多海外客户和投资者的青睐。”郑州
海关关长、党组书记于洋说。

作为服务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重要职能部门，郑州海关坚持创新引
领，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开
放载体平台创新发展，促进外贸稳定
增长，助力我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空中丝绸之路”让生活
更“新鲜”

鲜切花、车厘子、三文鱼……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
多过去不常见的生鲜货品正漂洋过
海，通过郑州航空口岸进入中国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

9 月 25 日 15：30，一批来自荷兰
的鲜切花抵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1小
时内就完成了通关手续，分拨至全国
各地。“为吸引以鲜切花、水果为代表
的更多大宗生鲜货物从郑州入境，郑
州海关创新通关流程，实现了布控查
验与现场检疫一次完成，在保证检疫
有效性的同时，大幅压缩了通关时
间。”郑州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挪威的三文鱼、孟加拉国
的活黄鳝、荷兰的赤颈袋鼠等生鲜物
品和大宗活体动物已经成为郑州航空
口岸的“常客”。郑州海关为生鲜货物
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简化

流程、货到验放”的快速通关模式，配
套采取“7×24 小时”通关保障，建立
智能卡口和整板交接平台，实现生鲜
冷链货物智慧监管，其中对活体动物
和大宗单一商品货物，允许实行“机坪
理货、机坪验放”，实现海关高效运作
和企业通关成本日益降低的良性循
环。

除此之外，郑州海关还不断优化
国际航空货运监管流程，2018 年，郑
州海关共监管进出郑州航空口岸货运
量 36.36万吨，同比增长 7.7%，国际货
运量跃居全国空港第 4位。其中，生
鲜进口货物277种，新增50种，包括鲜
切花、车厘子、三文鱼等生鲜商品和小
马、羊驼、长颈鹿、海豚等活体动物，为
我国消费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鲜
感”和“满足感”。

“陆上丝绸之路”让交流
更“便捷”

中欧班列（郑州）这支行驶在欧亚
大陆间的钢铁驼队是我省对外开放的
重要通道。2018年，郑州海关共监管
中欧班列（郑州）733班、货运量 33.73
万吨，分别增长 55.6%、48.5%，班列数
和货运量连续5年增幅超四成。

今年前 8个月，中欧班列（郑州）

依旧成绩亮眼，共监管班列 692班，货
运 量 31.12 万 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8.72%、47.99%。截至目前，中欧班
列（郑州）进出境口岸已达 6个（阿拉
山口、二连浩特、霍尔果斯、凭祥、绥芬
河、满洲里），并始终保持往返均衡对
开。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
月 30日，经中欧班列（郑州）出口跨境
电商进出口清单 468万票，货值 4706
万元，推动我省商品“卖全球”步伐不
断加快。这也有效拓宽了中欧班列
（郑州）的业务门类，推动郑州铁路口
岸集散功能不断增强。

为保障中欧班列（郑州）各项业务
发展，郑州海关创新监管模式，开展进
口转关核销“先放行、后改单”试点，加
大 H986等非侵入式查验设备的使用
力度，提高监管效能；支持班列运邮、
集装箱拆拼等特色业务开展，冷链运
输全国领先。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满
载率、辐射范围等主要指标位居全国
前列。

“网上丝绸之路”让体验
更“丰富”

随着我省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走进了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郑州海关首创的“跨境电
子商务网购保税进口模式”（简称

“1210”模式）等一批创新监管模式，推
动河南成为跨境电子商务这个新业态
中的佼佼者。

今年前 8 个月，郑州海关共监管
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 7122.5 万票，商
品总值 89.1亿元，分别增长 21.48%和
17.11%。从 2013 年 7 月我省正式开
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至 2019年 8月，
郑州海关已累计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
清单超 3.6亿票，商品总值突破 400亿
元，保税进口业务量连续 6年居全国
前列。

为保障我省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
展，郑州海关大胆开展改革创新，首创
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入
选为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三批“最佳实
践案例”，同时推动“网购保税+实体新
零售”改革试点不断深入；强化正面监
管和风险防控，研究出台跨境电商规
范发展指导意见和措施，完善跨境电
子商务质量安全监控和追溯管理体

系，推动河南跨境电商由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1210”模式等多项
监管举措及经验经海关总署向全国复
制推广，其中部分内容被世界海关组
织纳入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内容向全球
推介。

目前，我省累计备案电商平台
584家，其中 19家电商平台年内营业
额突破千万，多家知名电商在我省落
地生根，国内电商及物流聚集地的集
聚效应明显。

支持开放载体平台建设
让支撑更“强劲”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口岸等载体
平台是对外开放的主阵地，是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支撑。机构改革
后，我省一次性获批 24 个隶属海关
单位，其中，平顶山、开封、驻马店、
济源海关为新获批建设机构，隶属海
关机构实现了全省 18 个省辖市的

“全覆盖”。
郑州海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加强与省口岸办等省直
部门、省辖市党政机关的沟通配合，全
力推动隶属海关单位建设。目前，郑
州机场海关、洛阳海关、南阳海关等12
个由原关检机构整合而成的隶属海关
已完成深度融合，业务平稳运行；郑州
车站海关、新区海关等 8个因原办事
处升格、更名或由原关检单一机构扩
展为隶属海关需要挂牌的隶属海关机
构，已有 7个正式揭牌运行；平顶山、
开封、驻马店、济源 4地新获批建设的
海关机构正在积极筹建中。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方面，
深入研究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结合河南实际提出具体落实措施，提
升综保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今年前 8
个月，我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1568.1 亿 元 ，占 全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53.3%。同时，适应地方开放发展需
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省辖市申建
综保区及保税物流中心，推动郑州经
开综保区整合顺利通过正式验收，民
权保税物流中心（B型）成功获批。截
至目前，我省已建成 3个综保区、3个
保税物流中心、进口汽车整车口岸和
粮食、肉类、水果等指定监管场地，开
放载体平台体系日益完备。

不断推动河南开放向更
高水平迈进

9月 16日至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到河南信阳、郑州等地，深入革命
老区、农村、企业等进行考察调研。下
一步，郑州海关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河南调研期间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海关工作实际，不断推动河南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对外开放
大会精神。郑州海关将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细化具体落实措施，认真抓好全
省对外开放大会重点工作任务的贯彻
落实，努力为我省高水平扩大开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是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推
进落实《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 2020
框架方案》，深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
格、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关税保
证保险等改革，积极争取“先验放、后
检测”改革试点；大力探索综合监管服
务模式，促进河南跨境电商高质量发
展。

三是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高质
量发展。郑州海关将充分发挥政策功
能优势，支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创新
发展，巩固保税加工优势，推动飞机保
税租赁，探索进口汽车保税仓储等“保
税+”新业态发展，指导符合条件的地
市申建综保区；支持郑州机场利用第
五航权开辟新航线，推动更多航线纳
入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简化
中欧班列（郑州）监管手续，支持中欧
班列（郑州）探索开展内外贸货物混编
运输业务；支持药品进口口岸申建，推
动粮食、肉类、水果等指定监管场地扩
大业务规模。

四是推动外贸稳中提质。郑州海
关将实施好新一轮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相关措施，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指
导企事业单位扩大鼓励项目、重大技
术装备和科技创新用品等进口，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指导企业充分利用优
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享受进口国
关税减免政策，促进优质产能和装备
出口；发挥海关技术贸易措施优势，指
导企业有效应对国外非关税贸易壁
垒；落实国家降低关税措施，扩大河南
省消费品、高端技术装备等优质产品
进口。

前言 波澜壮阔七十载，

砥砺奋进新时代。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郑州海关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与祖国同呼吸，

与时代共发展，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海关工作实

际，不断推动河南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了应有的担当和贡

献。

郑州海关

积极服务河南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守护国门，海关人时时在线

□本报记者 赵振杰

44天 近百场活动 3万多人见证

仰韶酒业奏响豫酒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本报记者 申明贵

随着 9月 23日“中秋月 醉陶香”

2019 年中秋新乡客户联谊会的成功

举办，由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为“仰韶酒业”）围绕全省客户举

办的一系列中秋答谢会落下帷幕。据

统计，这一始于8月11日的系列活动，

满打满算历时 44天时间，其间举办活

动近百场，3万多人践行“爱河南，喝豫

酒”的倡议，而且取得了数目不菲的订

货效果。在豫酒振兴工作稳步推进的

时刻，仰韶酒业这种效率又一次开创

了豫酒振兴新的传奇，令业界赞叹。

这说明，仰韶酒业已稳步驶入高质量

发展轨道，正在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集中呈现 开创豫酒先河

据仰韶酒业提供的表格数据显示，从
8月 11日至 9月 23日，44天时间里，仰韶
酒业整整举办了 95场客户答谢会，3万多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及经销商见证了

“中秋月 醉陶香”活动盛况，多次活动人数
破千。

留心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今年年初，
仰韶酒业就开创了 36 天举办 54 场新春

客户联谊会的“豫酒记录”，实现了豫酒
振兴开门红的良好效果。时至中秋节前
后，仰韶酒业再次以 44 天举办 95 场活
动刷新“豫酒记录”，创造了豫酒振兴新
的传奇。

44天举办95场活动，平均一天要举办
两场活动还要多。这是什么样的效率？仰
韶酒业是怎么做到的？

据了解，仰韶酒业根据开展工作的
需要，将市场划分为郑州、华东、西南、华
北、天宝等营销中心。中秋节前后，为了
实实在在答谢客户，各营销中心各伺其
职，按部就班，分头行动，常常出现一天
同时举办三到四场活动的现象。数据显
示，仅 8 月 26 日一天就同时举办了 7 场
活动。

■万众一心 奏响发展强音

仰韶酒业举办的这一系列“中秋月 醉
陶香”2019年中秋客户联谊会，不仅是仰
韶酒业经销商客户的盛会，还是各行各业
人士关注的盛会。据悉，每到一地，当地政
府及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知名人士都会莅临
现场，为仰韶酒业加油助威。可谓是万众
一心，助推仰韶酒业发展。

这一切，与仰韶酒业自身的不懈努力
密不可分。

仰韶彩陶坊，陶香型白酒的代表品

牌。陶，因火而成；酒，因陶而盛；陶酒，因
新而兴。新时代的“新”，是彩陶坊“新”

“火”相传的根本。
作为仰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仰韶酒

业于 2004年研发陶香品类，成功扛起“品
类对抗品牌”的大旗。2008年，仰韶彩陶
坊上市，天时、地利、人和成为白酒高端阵
营中的新势力。2018年 8月，仰韶彩陶坊
上市 10 周年之际，彩陶坊天时裂变，日、
月、星新品始出。新时代里，仰韶彩陶坊唱

响了豫酒振兴的前奏。
2018年年底，仰韶酒业无论是营业收

入还是上缴利税，都成为豫酒企业中的引
领者，展示了企业的活力、魅力和市场爆发
力。

有业内人士评说，仰韶酒业势能强劲，
目前已稳步驶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而且从
这一系列中秋客户答谢会上的表现来看，
仰韶酒业 2019年销售市场再创新高已成
定局。

“到河南，喝陶香，喝酒就喝彩陶坊”，这是这个
中秋旺季期间乃至近年来河南消费者中传播最为
广泛的一句话，而且是伴随着各种消费品鉴活动深
入开展以及消费者自主消费后自发形成的一种消
费共识。

“中秋月 醉陶香”2019年中秋客户联谊会自8
月 11日在全省范围广泛展开后，44天时间举办95
场活动，有时候一天全省范围同时举行7场活动，这
就是仰韶的务实行动，这就是仰韶人的效率，同时
更进一步彰显全体仰韶营销人员的工匠精神。

在中秋旺季期间，举办品鉴、联谊活动，通过丰
富的品鉴内容和厂商互动交流，让消费者在深度体
验陶香魅力的同时，促进了厂商融合关系，拉近了消
费者，走近了商家，既释放了动能，又收获的来自终
端的消费口碑。

好酒需要消费者认知，好酒更需要更多人分
享。这一场场活动不仅呈现了仰韶的市场势能，
凝聚了仰韶人砥砺奋进、振兴豫酒的信心，同时更
奏响了豫酒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百场活动 助力销售旺季

9月 23日，“中秋月 醉陶香”2019年中秋
新乡客户答谢会成功举办。这是仰韶酒业中
秋客户答谢会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

当天，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惠
锋表示，新乡作为豫北平原经济与交通的中心，
同时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现存仰韶
文化遗址多处。得益于新乡人民的大力支持，
依托深厚的仰韶文化，传承创新豫酒香型，聚焦
仰韶彩陶坊超级大单品，彩陶坊酒在新乡市场
已经发展成为传播仰韶文化的重要载体。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介绍，7000
千年仰韶文化的孕育，仰韶酒业已经成为豫酒
的品质标杆企业之一，紧随时代转型发展的趋
势，并始终秉承“品质仰韶”的工匠精神。同
时，仰韶酒业以品质陶融香引领豫酒转型发展
的匠心之作——彩陶坊酒，集九粮之成，酿东
方之美；用品牌文化和匠心传承，仰华夏之光，
韶黄河之韵，品质量之最。“豫酒振兴”工作取
得不俗的成绩，仰韶酒业更是率先行动、精准
发力，在品质提升、文化创新、等方面走在了全
国同行的前列。

新乡市原副市长周世杰表示，仰韶彩陶
坊酒“天时、地利、人和”的产品命名，是对自
然环境的尊重与匠心酿造的坚守。对此，彩
陶坊酒更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了新
乡人民的生活，对于新乡人民进一步认识和感
知中国白酒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为仰韶酒业中
秋客户答谢会系列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记者手记

44天95场活动的仰韶践行

“豫酒振兴 出彩河南”仰韶在行动系列报道之五 市场篇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光

彩陶坊核心产品展示

天时产品展示

中秋联谊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