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ECONOMIC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

TIMES

■责编：
段树军 电话：(010)81785188—5161

E-mail：
dsj123@sina.com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经济地理

■美编：
中一 组版：梅雪荣

跨境电商综试区一览
2015 年 3 月

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杭州

2016 年 1 月

第二批 12 个城市——
宁波、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
都、大连、青岛、深圳、苏州设立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

2018 年 8 月

■本报记者

第三批 22 个城市——
北京、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南
昌、武汉、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西安、
兰州、
厦门、
唐山、
无锡、
威海、
珠海、
东莞、
义乌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编者按 8 月 7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
京、
呼和浩特、
沈阳、
长春、
哈尔滨、
南昌、
武汉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新增
设试点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占据 9 个席位，东北
地区占据 3 个席位，其余为东部沿海地区，至
此，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数量增加
至 35 个。

■论势

（本报记者王彩娜据公开资料整理）

遍地开花 跨境电商综试区再迎
“大考”
王彩娜

随立秋凉意席卷而来的是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跨境电商综试区”
）批设扩
围的火热之势。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同意在北京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
复》
（以下简称《批复》
），同意在北京、呼和浩特、
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南昌、武汉、长沙、南
宁、海口、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厦门、唐山、无
锡、威海、珠海、东莞、义乌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
境电商综试区，向内陆延伸态势明显。
至此，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至 35 个，
除山西、宁夏、新疆、西藏、青海外，覆盖至全国
26 个省区市，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外贸转
型升级的新引擎正加速形成，带动区域协调发
展再添新抓手。

持续扩围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持续扩围，犹如一剂多
巴胺，强劲拉动对外开放。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就《批复》进行解读时
表示，自 2015 年 3 月以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杭
州等 13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取得积极成效，跨境
电商成交额连续两年增长 1 倍以上，成为外贸
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创新创
业的新平台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载体。
尤其是以往两批跨境电商综试区在通关、
物流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可以向全国复
制推广的试验成果，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
究所所长张莉认为，其核心在于加强顶层设计，
开展制度、管理和服务创新，统一实施“六体系
两平台”
（
“六体系”即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
物流、电商诚信、统计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
“两
平台”即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产业园区平
台）的政策框架，
形成了固定特点。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17
年度中国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报告》，对全国 13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城市进行分析，并从交
易规模、成长空间、产业渗透、支撑环境、平台集
聚 5 个指标对它们进行总体排名，其中，深圳高
居榜首，广州列第二位，杭州、宁波紧随其后分
别列第三、第四位。
为推动跨境电商在更大范围发展，国务院
此次择优选择电商基础条件好、进出口发展潜
力大的地方，并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在北
京、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等 22 个城市
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
具体从区位优势来看，沈阳、长春、哈尔滨
和呼和浩特在深化俄罗斯、东北亚贸易往来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贵阳、昆明、南宁等地与东盟
诸国贸易往来已久，经验丰富；西安、兰州、厦
门、义乌等地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在
繁荣中东欧贸易方面大有可为。以跨境电商综
试区为抓手，打通人财物等资源的国际流通，在
开放中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向内陆延伸
本报记者梳理后发现，在新增设跨境电商
综试区试点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占据 9 个席位，
东北地区占据 3 个席位，其余为东部地区城市，
但皆是具有良好的产业带基础、成熟的电子商
务氛围、较为完善的国际物流条件、对外贸易发
展好且城市发展跨境电商主观能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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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新批设跨境电商综试区的
落子，其中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助推内陆地
区开放新高地崛起的考量明显，从区域辐射带
动明显城市的入围便可一窥，比如西北地区的
兰州和西安。
除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外，近日国家层面
的政策仍在持续加码，比如从今年 8 月 1 日起，
海关进出口货物将实行整合申报，报关单、报检
单合并为一张报关单，将提升整个海关工作效
率。此举措对于重速度、效率、体验的跨境电商
业来说，
意味着诸多红利。

《批复》中提到，有关部门和省区市人民政
府要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和优势，为推动全
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探索新经验、新做
法。要积极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改革，以跨
境电子商务为突破口，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
胆探索、创新发展，在物流、仓储、通关等方面进
一步简化流程、精简审批，完善通关一体化、信
息共享等配套政策，推进包容审慎有效的监管
创新，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
新，为综合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再临
“大考”

洗牌在即

跨境电商浪潮中，
“ 金字招牌”跨境电商综
试区的争夺并不容易。
比如，甘肃省委省政府、兰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申报工作，2016 年 10
月甘肃省政府向国家上报了中国(兰州)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申建方案，随后多次带队赴
商务部做专题汇报，积极争取兰州市获批跨境
电商综试区。同时，出台了《兰州市促进进出口
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设立了兰州市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等，多措并举为跨境电商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
还有跃跃欲试者。今年年初，广西崇左曾
表示，将探索实施一批外贸新业态，加快边民互
市贸易改革，形成适合新时代发展的外贸方
式。同时，大力推进跨境电商发展,探索设立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把崇左打造成为“买东
盟卖全国,买全国卖东盟”的国际大物流基地。
虽为新兴外贸模式，但经过近年来的迅猛
发展，跨境电商已经进入精细化运营时代，平台
门槛提高，竞争加剧，过去海量铺货，躺着赚钱
的时代已经完结。对于“新选手”而言，如何苦
练“内功”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形成核心
竞争力是一次行业“大考”
。
同时，随着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大幅扩围，普
惠政策下的红利愈渐稀薄，35 个跨境电商综试
区亦再临“大考”：如何在遍地开花的跨境电商
综试区中闯出一条新路？如何依托“一带一路”
红 利 ，在 行 业 竞 争 中 实 现 弯 道 超 车 ，领 跑 下
半场？

事实上，自 2015 年起，连续 4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均有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的表述。
随后，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拓展对外贸易，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与此同时，政府密集出台监管政策，着眼于
优化跨境电商经营环境和完善规则，且未来几
年包括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在内的政策红利仍将
继续释放。
但事物发展总有一个过程。在跨境电商企
业看来，健康的行业秩序比什么都重要，新兴行
业洗牌来得越早越好，为强者腾出发展空间。
因为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消费需求必将呈
“井喷”式发展，而跨境电商将在其中承担重要
的一环。
以往各自为政的时代已经悄然而去，随着
区域协调发展的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
城市间更须加强合作。
“新选手”昆明提出，构建区域性跨境电子
商务国际合作体系，即发挥昆明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位优势，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周边国家联合共建
区域性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体系。协助周边
国家搭建符合其国情的监管体系和通关服务平
台，打造区域性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平台，推
动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政策创新。

■观例

各显身手
有了“金字招牌”，各地摩拳擦掌，意欲大显

身手，
创新的意愿尤为强烈。
从以往两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发展经验来
看，在控制好相关风险的前提下，在简化流程、
通关一体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创新空间还是
比较大的。
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将学
习、借鉴已批复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全面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
和线下产业园区的建设，进一步升级拓展该市
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各项功能，探索创新跨境电
商监管和服务模式。
兰州市表示，将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兰州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和对外开放平
台、通道、枢纽和产业优势，全面推进兰州跨
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出台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政策措施，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改革，以跨
境电商为突破口，在物流、仓储、通关等方面
进 一 步 简 化 流 程 、精 简 审 批 ，完 善 通 关 一 体
化、信息共享等配套政策，推进监管创新，推
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新。扩
大招商，加快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建
立跨境电商创业创新鼓励机制，扩大特色优
势产品跨境出口，增加国外有竞争力的产品
进口，鼓励企业加快建设“海外仓”和全球营
销网络，打造跨境电商知名品牌，提高国际竞
争力，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努
力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促进全市外贸
稳定发展。
近日披露的《中国（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统筹规划和建设多元
化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形成各园区间的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比如，依托昆明综保区特有政策、背靠南
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以跨境电子商务保税
模式为主要特色，开展保税进口、保税出口、
直购进口、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等业务。鼓励试点企业进口南亚东南亚
商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围网内先行先试保
税展示交易业务，允许试点企业在保税展示
交易完成后再核算、缴纳相关税款。加快建
设该园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以及直邮模
式等业务。

浙江：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再提速

■本报记者 王彩娜
发令枪响后，在跨境电商综试区竞跑中，获
得抢跑权的浙江一路狂奔，成为领跑者，而今正
谋划下一站。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到 6 月，浙江省跨
境网络零售出口 259.2 亿元，
同比增长 27.8%。
2015 年 3 月，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花
落杭州。
先行先试的杭州，已有成效。截至今年 2
月，杭州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外贸和制造企业
近 8000 家 ，形 成 了 服 装、家居、照明等产业集
群。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杭州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额99.36亿美元，
增长22.5%，
其中出口额70.22
亿美元，增长 15.9%；进口 29.14 亿美元，增长
42.0%。

2016 年 1 月，宁波跻身第二批跨境电商综
试区榜单，探索用新模式为外贸发展提供新支
撑。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宁波海关共审核通
过跨境电商进口申报单 4592.96 万票，销售额
80.1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0.48%、48.85%。目
前，
宁波跨境电商试点企业已近 700 家。
而今，又添新猛将——义乌，
也是入选跨境
电商综试区榜单中唯一的县级市。以
“贸易”
作为
生命线的义乌，
紧随深圳之后，
位列全国外贸网商
密度最高城市第二。从鸡毛换糖到世界
“小商品之
都”
，
再到打造
“全国网商集聚中心、
跨境电子商务
高地”
，
义乌已经从传统贸易进入数字贸易时代。
仅从跨境电商综试区接连获批释放的信号
来看，浙江跨境电商发展再提速，在全国跨境电
商综试区中就占据 3 个席位，先行先试的政策
优势明显。

作为新的外贸方式、新的交易模式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跨境电商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
生命力，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最主要的初
衷是对地方产业发展形成带动作用。
虽同属浙江省，但杭州、宁波、义乌三地跨
境电商发展各有千秋，亟待优势互补。比如，杭
州拥有以阿里巴巴为龙头的集交易、金融、信
息、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化运作电子商务发展生
态圈，已形成龙头带领、产业集聚的良好氛围，
但港口方面除空港外几无优势；宁波依托深水
良港，具备完善的疏运体系和坚实的外贸产业
基础，但在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上有所不足；义乌作为全球最大
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和采购基地，是全国 75%日
用百货类网货的采购基地、正在崛起的“电商之
都”
，
又有
“义新欧”
等中欧班列加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