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过去四届全球

跨境电商大会，达

成了《郑州共识》，

倡议发起了“跨境

电子商务标准与规

则创新促进联盟”，

多个跨境电商产业

项目现场签约；先

后发布了《中国跨

境电商综试区城市

发展指数报告》等

系列蓝皮书，《中国

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报告》等系列报告、

《中国跨境电商系

列教材核心内容》

等系列研究成果。

四届盛会，既

有力推动了全球开

放合作不断迈出坚

实步伐，又为世界

贸易新发展、新规

则、新机制提出了

河南方案，贡献了

郑州智慧——全面

展现了河南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

目标不断迈进的创

新成果，“四条丝

路”协同发展的开

放成绩，强烈彰显

了河南继续扩大开

放，争先进位，弯道

超越的信心、决心

和雄心。

做跨境电商的做跨境电商的““领跑者领跑者””

在河南，有两家跨境电商
公司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经
过多年成长，他们致力于在海
外播种、耕耘，成为行业内的领
军企业。这两家公司就是吉客
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致欧家
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
他们也是河南乃至全国“卖全
球”的标杆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吉客印是一家诞
生于郑州，目前由厦门吉宏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吉宏股份股票代码：
002803）全资控股的一家国际社交
电商公司。目前团队分布在郑州、西
安、北京、青岛、昆明、东莞等地。公
司员工 1000余人，电商产品涵盖十
大品类，业务市场远及东南亚、中东、
北美等地区。而致欧家居则于 2020
年 9月 29日在河南证监局进行辅导
备案，正在筹备A股上市工作。

尽管大家可能对这两家公司还
不太熟悉，但他们在业内，早就是毫
无异议的领军企业。

今年4月23日，吉宏股份发布公
告，对其跨境电商业务的业内地位是
这样描述的:公司多年跨境电商业务精细化运营，具
有完善的自动化、智能化工作流程（包括选品、投放、
采购、管理等）系统；已累积丰富且精确的用户数据；
规模优势有更高的议价权，可获取更具价格优势的产
品、流量和更为优质的服务；稳定专业的管理团队具
备较强的组织和协作能力。结合国家政策的大力扶
持以及强大的供应链资源，公司跨境电商业务主要聚
焦东南亚、东北亚等区域，近几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现已成为亚洲地区自建独立站模式电商龙头企业。

致欧家居则一直比较低调地经营着，直到有一
天，央视报道浙江一家椅子厂的产品，全部借由这
家公司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家才发现了
河南这家跨境电商行业的小巨人。再后来，专业财
经媒体开始报道其筹备上市的消息——去年，人们
宅家生活、居家办公，办公用品及家居品需求暴增，
也致使线上家居业务一派欣欣向荣，致欧家居
2020年的业绩增幅超预期。

据Statista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电商渠道零
售额达到 35350亿美元，2018—2023年复合年增
速有望达到17%，未来跨境电商行业增速将保持较
高水平，全球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受 2020年疫情影响，海外消费场景逐步由线
下向线上转移，电商渗透率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我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的发展。

“买全球、卖全球”是我省发展跨境电商的目
标。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跨
境电商的发展和未来的？

这两家公司负责人一致表示，疫情之后，跨境
电商这一外贸新业态将迎来黄金增长期。

吉客印相关负责人日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
示，公司下一步要做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规模化
和 logo 化；打造底层 SaaS 系统，在选品上打通
1688.com，通过数据和技术来赋能，为一些有选品
能力或广告投放能力，但缺少线下能力或 IT技术
的跨境电商团队提供页面翻译、广告投放、定价逻
辑等服务；品牌化等。

致欧家居也提出了要打造全球互联网家居品
牌化的战略，即打造自主品牌、重视研发设计、强化
供应链整合、建立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以及严格的
质量控制等。

另外，笔者了解到，在河南大力发展跨境电商
的政策利好下，有一家叫做郑州傲杰的跨境电商企
业，业务同样聚集出口。从 2019年 6月入驻园区
以来，仅仅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其业务范围、公司规
模迅速壮大。2020年至今，平台交易额已累计达
到2.57亿元。

据郑州傲杰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公司在亚马
逊、eBay、wish和全球速卖通等平台开设了店铺，
主要出口家居、3C电子产品，覆盖欧美、日韩、俄罗
斯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十三五”期间，河南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 累 计 达 到 6408.8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35.3%。

首创跨境电商1210网购保税进口模
式，业务流程简捷便利，探索发展跨境电
商O2O零售商业模式——跨境电商的快
速发展，已成为河南对外贸易转型、开放
带动、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
重要举措，为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增添了新动能。

全国率先全国率先 保持领先保持领先

早在 2014 年的 5 月 10 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时，就勉励
我省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国与国之间的贸
易已经呈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去中间
化、去专业化色彩，彻底颠覆了“渠道为
王”的传统国际贸易模式。跨境电子商务
这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真正成为普
惠贸易，不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也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既有对河
南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多作贡献的期
许，更指明河南要抓住网络时代的机遇乘
势而上，才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可
以说，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以非
凡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局，为河南
的改革开放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内陆地区在一般贸易方面没有优势，
而跨境电子商务跨越了时空局限，让河南
与沿海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份站上了同
一起跑线，给河南外贸转型升级提供了腾
飞的跑道。

七年后的今天，在第五届全球跨境电
商大会开幕之时，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
已经在这一领域创造了多个奇迹。作为
在全国率先正式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的省份，河南在这一场竞赛中，从一开始
就没有再做跟跑者、并跑者，而是一直跑
在队伍前列。

2012 年，郑州成为全国首批跨境电
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而后，郑州、洛阳、
南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继获批；去年
1月，洛阳、商丘、南阳获批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试点城市；去年 6月，海关总署同意
在郑州海关开展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
试点；今年 3月，开封、焦作、许昌纳入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河南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试点工作再揭新篇章。

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迅猛，洛
阳、南阳跨境电商综试区起步良好。

2020年，郑州跨境电商交易额 916.4
亿元，同比增长 22.8%，先发优势和首创
带动作用明显；洛阳跨境电商交易额51.9
亿元，同比增长9.6%，T恤、背包、玩具、新
材料等产品走向世界；南阳跨境电商交易
额85.4亿元，同比增长10.3%，玉制品、艾
草等源源不断卖向全球。

敢于创新敢于创新 勇为人先勇为人先

数字背后，是怎样的探索和努力在支撑？
坚持创新、敢于创新。
面对关务申报、税收征管、质量监督、物

流服务等国际上共同面对的系统性难题，我
省在B2B、B2C两个基础模式之上，摸索首创
出B2B2C模式，即跨境电商1210网购保税进
口模式——既让海关监管更加便捷，又降低
了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了物流速度，解决了政
府管理和市场便利的双重难题。在全世界范
围，河南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1210”新模式的完善成熟，该模式
迅速成为全国复制推广的蓝本，并获得卢森
堡、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监管部门的高度认
可。

“河南人创造了迄今最高效的监管服务
模式之一。”全球 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龙
永图如此评价。

基于现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体
系，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适用于E国际贸易
的政府间国际性组织，河南同样一直在积极
推动并成为领跑者。

规划建设 E贸易核心功能集聚区,更是
被我们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无疑将加快
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跨境电商长足发
展并引领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

以创新驱动发展，河南跨境电商实现了
“三大突破”。

在监管制度方面，以贸易便利化为导
向，首创跨境电商 1210网购保税进口模式，
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和电商企业实行

“双分级”、差别化监管，为跨境电商发展提
供了“郑州模式”，已向国内其他综试区复制
推广，为世界海关跨境电商标准框架的制定
提供了借鉴。

在业务流程方面，率先采用交易信息、支
付信息、物流信息“三单比对”，推动通关作业
无纸化；创新实施“简化申报、清单核放”、抽
查制度“双随机”“7×24”小时无休作业等措
施，2020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总量达
到2.43亿单、货值306亿元，其中郑州航空港
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 1.39亿单、货值
113.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71%和 62%。

在商业模式方面，探索发展跨境电商
O2O 零售商业模式，建起了市民家门口的

“世界商品超市”，开辟了新的消费渠道，满足
了大众个性化消费需求，丰富了人民群众生
活。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理念重塑理念重塑

跨境电商一路领跑，给河南经济带来的
影响最为直接。

eBay、谷歌、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聚
美优品等境内外知名跨境电商企业相继落户
河南并迅速开展业务，UPS、DHL、联邦快递、
菜鸟网络、顺丰等物流企业也在河南加速布
局，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一大批传统外贸

和制造企业“上线触网”，通过跨境电商拓市
场、降成本、创品牌，足不出户“卖遍全球”。
黎明重工、宇通重工、企鹅粮油等制造企业
跨境电商业务年均增长 20%~30%，荣盛耐
材、郑州锅炉等企业传统产品跨境电商销售
额同样大幅增长。

此外，河南省还大力推动线上平台与线
下企业融合发展，培育形成了发制品、食用
菌、机械制造、服装鞋帽、休闲食品等一批跨
境电商特色出口产业集群，近 200个跨境电
商园区，吸引物流快递、电子支付、电子认
证、信息服务、仓储、金融服务等相关配套企
业进驻，产业链、生态圈逐步孕育形成。

2020年，河南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为
1745亿元，同比增长 10.4%；外贸进出口规
模达到 6654.8亿元，同比增长 16.4%——跨
境电商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成为稳
外贸的强大引擎。

除了外在的经济影响，跨境电商的发展
也倒逼河南重塑内在的开放理念和管理理
念，推动商事、贸易、金融、监管等制度创新，
助推河南加快形成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

正是认识到跨境电商的巨大作用，河南
在培育完整生态链、创新治理体系、开展规
则研究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早在2016年 5月，我省就出台了长达万
余字的《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实施方案》，从市场开拓、产业基地、
人才培训、统计监测、示范创建、溯源体系等
方面建立起健全的政策支撑体系。今天的
河南，正在形成“综合流程最优、综合效率最
高、综合成本最低”的跨境电商核心竞争
力。由这一核心竞争力引发和延展的，是河
南企业、产业与全球贸易日益紧密的强势联
结，从而让河南以全新的开放姿态展现在世
界面前。

乘东风行万里船。今天的河南，更加开
放、更加外向，也更加自信、更加惊艳。

举办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买全球 卖全球”重要指
示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加快构建国际国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实际行动。

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新闻发
布会上，河南省商务厅厅长马健透露，本届
大会将围绕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数字经
济、产业合作等内容，探讨跨境电商发展
新格局、新规则和新机遇，同时将聚焦
跨境电商热点、难点和痛点，开展
权威、深入解读与对话，前瞻未来、
把握趋势，共同深化全球跨境电
商交流合作。作为主办方的河
南，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
而所能赢得的发展空间也
更加让人期许。

河南的跨境电商
必将大有作为，河南
的开放之路必将越
走越远。

□赵振杰

“出海”多年，成
为头部公司。有公
司已悄然找到“婆
家”，成为上市公司
的重要板块，还有公
司正接受上市辅导，
引入众多国内头部
基金投资。

河
南
跨
境
电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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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面

致欧家居公司的办公场景

“十三五”
期间

河南累计进出口额

2.78万亿元

是“十二五”时期的

1.57倍

居中部地区首位河南累计跨境

电商进出口额

6408.8亿元

年均增长35.3%

居中西部首位

去年河南“单一窗口”跨境电商出口申报量同比翻番

河南累计对外

协议投资额

超 100亿美元

是“十二五”时期的

1.46倍在豫世界500强

企业达到

189家

中国500强

企业达到

17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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