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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跨境电商专门委员会会议

本报讯（记者 陈辉）主席台上，一
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播放着远方发言嘉
宾的影像；翻译间内，俄语、韩语、蒙
古语、日语同步精准传译着合作的声
音。虽然疫情阻挡了线下会面的脚
步，但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来自
中、日、韩、蒙、俄 5国 21个省级地方
政府、电商研究机构、贸易促进机构、
电商企业代表还是准时在“云端”相
聚。

8月9日下午，第六届全球跨境电
子商务大会专场活动——东北亚地区
地方政府联合会跨境电商专门委员会
会议在郑州举办。本次会议由河南省
人民政府、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
会主办，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河南省商务厅、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
联合会秘书处承办。

副省长何金平，第14届东北亚地
区地方政府联合会主席、韩国蔚山广
域市经济副市长安孝大，东北亚地区
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长金玉彩，日本
富山县副知事横田美香，蒙古国东方
省副省长舒·约勒，俄罗斯阿穆尔州副
州长蒲扎诺夫·巴维尔等10位省级官
员出席会议。

这场会议的主题为“共商、共建、
共赢——开创跨境电商新格局”，旨在
打造跨境电商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
广河南省跨境电商模式，促进东北亚
地区跨境电商合作，助力“网上丝绸之
路”提质增效。

何金平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河
南紧紧围绕“买全球、卖全球”目标，把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作为实施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搭建起“网上丝绸
之路”。作为跨境电商专门委员会协
调员，河南将加强与联合会及各会员
地方政府的紧密协作，完善交流平台，
加强互联互通，深化产业合作，推动河
南和东北亚各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合
作走深走实。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
界经济萧条，而全球跨境电商的市场
规模却逆势增长。这源于疫情期间
全球范围内数字转换加速，实体店和
网络购物的界线被打破以及全渠道
零售服务的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占比
大幅增加。”金玉彩在致辞中说，期待
通过专门委员会这个媒介，在推进东
北亚地区成员团体间的交流以及实
现共同发展过程中，河南省能够起到
带头作用。

韩国庆尚北道就业经济室室长李
泳锡在发言中说，中国的电商市场迅
速增长，短短五年时间交易量翻了近
十倍。韩国的电商交易也从 2015年
的 9亿美元规模增长到了 2021 年的
约35亿美元，增长了近四倍。

东北亚地区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
23%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球 经 济 总 量
27%，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消费市场
广阔，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对跨境电商
交易有着强烈的需求。

“俄罗斯阿穆尔州与中国拥有最
长的边境线，我们正在努力与东北亚
各国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蒲扎诺
夫·巴维尔表示，今年夏天该州已开通
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桥，还将建成远东
地区最大的海关和物流枢纽，“阿穆尔

州将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开启新的物
流通道，为东北亚地区地方经贸合作
创造更高质量的条件。”

蒙古国生命科学大学农业生态学
及商务学院教授伊锡丹博·巴特和西
格在推介中说，蒙古国 97.6%的家庭
用户都在使用手机，尤其是年轻人在
电子商务中的购物兴趣不断增加，“蒙
古国在线电子商务平台有十几个，比
如说农副产品的，包括羊绒产品公司
都有自己的平台，向各个国家出售自
己的产品。国家也采取了相关的发展
策略，尤其是在税务方面给予了相关
的减免政策。”

“河南省将继续发挥跨境电商专
门委员会协调员职能，为东北亚地区
跨境电商发展架好合作桥梁、贡献河
南力量。我们相信，东北亚地区跨境
电商合作未来一定会迈向更高水平的
新阶段。”河南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梁杰一在发言总结中说。

会上还签署了《河南省商务厅与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关
于加强经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河南
国际数字贸易研究院、韩国网络电商
学会、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郑州代
表处业务协议签订书》两项合作备忘
录。

何金平还为跨境电商专门委员会
秘书处揭牌。据悉，该秘书处设在河
南省商务厅，负责联络协调联合会各
会员地方政府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交流
合作，携手联合会各会员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机构，共同促进东北亚地区跨
境电商合作高质量发展。③9

架好合作桥梁 贡献河南力量

□本报记者 陈辉

河南省是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
会创始会员之一，并担任跨境电商专门委
员会协调员，本次会议是跨境电商专门委

员会举办的首次活动，
肩负着推动跨境电
商中国方案、河南
实践“走出去”的任
务。为此，省商务

厅副厅长王军在推介河南跨境电商发展
情况时，重点提到了“三项合作”建议。

搭建合作平台。互相支持举办由地
方政府、秘书处和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形
式多样的跨境电商活动，共享跨境电商等
经贸信息，开展交流合作、产业宣传、产品
展示、招商对接等。

建立合作机制。各方要通力合作，让
跨境电商专门委员会常态化运转，发挥好
作用。当前虽然有疫情影响，但可以在云
端线连线、屏对屏交流，可以聚焦跨境电
商业务发展、贸易通关、品牌打造、规则标
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开展专题会商研讨，
凝聚共识，匹配资源，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拓展合作领域。河南省愿与各方深
化战略对接、共享发展机遇，把东北亚地
区的医药、化妆品、食品、箱包、服饰等，把
河南的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陶瓷产品、特
色农产品等，通过跨境电商双向交流，分
享给东北亚地区的消费者。同时，支持河
南企业在东北亚地区大力布局海外仓，投
资建设产业园区，在仓储物流、金融、供应
链、人才培训等方面加深合作。③6

“三项合作”
助推河南经验走出去

□本报记者 孙静

在 8月 9日举行的第六届全球跨境
电商大会系列活动中，海外仓发展成为各
方嘉宾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作为跨境电商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
海外仓在稳定国际供应链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时也担负起推介、展览展示中
国商品的功能。商务部数据显示，随着对
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我国海外仓从无到
有，数量已超2400个，其中跨境电商海外
仓超 1500个。但有关参会人士表示，相
比于高速增长的跨境电商规模，海外仓数
量和功能依然不够匹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张大卫在高峰会上建议，为支持中
国企业和商品走出去，政府要加快布局，
形成公共仓、专用仓相互配套的海外仓体

系，同时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发展国际物流
的积极性和便利性，支持大型物流企业建
设服务功能齐全的数字国际贸易平台枢
纽。

在“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峰
论坛举行的签约仪式上，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河南分公司、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民航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4方签署“跨境
电商海外仓合作项目”协议，各方将致力于
打造有利于海外仓发展的产业生态圈，通
过保险、融资支持，推动海外仓尤其是公共
海外仓建设提质增效，加快织密河南覆盖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海外仓网络，以进一步
降低大量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所面临的全
球物流不稳、价格上涨等风险，以及海外
市场推广成本，同时更便利地服务海外消
费者，助力河南品牌更好走出去。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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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8月 9日，第
六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平行论坛之一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峰论坛
举行，聚焦 RCEP下的跨境电商新机
遇，各方嘉宾齐聚一堂建言献策。

“‘四条丝路’打通了河南国际贸
易大通道，带动河南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RCEP成员国贸易规模快速
增长。”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在致
辞中说，今年上半年，河南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8.4%，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12.2%，增
速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充分彰
显了合作的韧劲和活力。特别是面对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河南开通了郑州
至比利时列日、韩国首尔等跨境电商
包机航线，保障国际货运不断航，防疫
物资、生活用品等源源不断运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体现了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

费东斌表示，跨境电商作为培育
经济增长新动力、创新国际贸易新方
式的重要途径，将推动 RCEP成员国
之间经贸往来更加紧密，希望与会嘉
宾以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为
契机，聚焦 RCEP下的跨境电商新机

遇深入交流，务实合作。河南将以更
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务实的举措，为广
大客商在豫投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齐雅文表
示，根据RCEP规定，泰中两国的中小
企业将有机会进入由 15个成员国组
成的一体化市场，这对双方投资者都
将带来利好。此外，虽然泰中两国已
经解除了很多关税壁垒，但是 RCEP
进一步放宽了合作范围，泰国将逐步
取消其他 50余种出口至中国的产品
关税，中国也将取消一批产品关税，两
国企业应充分把握关税减免利好，进
一步深化合作。

除了关税减免，RCEP还极大促
进了贸易便利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
RCEP推动贸易便利化迈上一个新高
度，普通货物 48小时通关、快运货物
6小时通关等制度将进一步降低企业
物流成本，提高货物运转速度，这对跨
境电商发展有着非常直接的促进作
用。

政策再好，如何落实更关键。世
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合作小组联合主
席孙向阳建议，RCEP相关内容致力

于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对
消费者保护、监管框架、海关关税透明
度和网络安全等都提出了具有促进意
义的制度要求，RCEP框架下，跨境电
商很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
因此，政府和企业都要积极适应数字
时代的变化，尽快推动相关国际标准
实施，使得跨境电商得到可持续发展。

政府方和市场主体也在行动。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
任魏学彬介绍，航空港区自2015年开
展跨境电商业务以来，依靠监管创新
和政策支持，初步打造出了低成本高
效率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国内外知名
电商入区开展业务。下一步将依托现
有产业集群和区位优势，积极把握
RCEP国际合作带来的市场机遇，规
划建设跨境电商生态园，构建一个包
含货站、通关、安检、仓储、供应链、商
务办公服务在内的一站式跨境产业，
提供综合性的政策支持，努力打造中
部地区最大的跨境电商产业链集聚
区 。 圆 通 速 递 副 总 裁 相 峰 介 绍 ，
RCEP打破了国家间的投资壁垒，为
服务业跨国发展带来利好，圆通将深
入研究新政策新要求，扩大市场布局，
抢抓新机遇。③9

□本报记者 孙静

“早在2008年我就来过郑州，参加当
时商务部组织的新农村商网与河南省农
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的联网仪式，在那个电
子商务刚刚起步的阶段，河南的这一做法
是首创性的，并普及到了全国。”在 8月 9
日举行的“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
峰论坛上，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讲述的
这一段河南电子商务发展往事，引得现场
嘉宾赞声连连。

蒋耀平介绍，当时的联网举措使河南
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特色产品，解决
了买难卖难的问题。这一经验在全国推
广后，使得当时 69万个行政村均实现了
网络信息发布。

“更让人高兴的是，围绕包括跨境电

商在内的电子商务发展，河南的创新步
伐一直没有停。”蒋耀平感叹，他通过走
访发现，如今河南有近 90 个县（市、区）
已实现县乡村物流统仓共配，行政村快
递通达率达 90%，全省从事电商相关工
作的新农人仅在过去两年间就新增了 8
万余人，而参加过电商培训、拥有电商意
识的农民新增了 43万人。“村村通光缆、
村村通 4G、村村通公路，新一代的网红
农民把直播当新农活，手机当新工具，切
切实实享受到了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红
利，也孕育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强劲
后劲。”他说。

作为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的发展未
来必向农村延伸。蒋耀平认为，河南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的氛围浓厚、经验丰富，有
发展跨境电商的无限潜力。③6

抢抓RCEP下的跨境电商新机遇

直播当“农活”手机成“农具”
——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点赞河南农村电商发展

8月9日，在“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峰论坛上，嘉宾展开高端对话。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8月 8日，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在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中
心开幕。图为观众在展会现场体验新产品。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