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2021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 责编责编：：王传来王传来（（04510451--8469271484692714）） 执编执编//版式版式：：王晓丹王晓丹（（04510451--8463841684638416））

自贸区黑河片区 大通道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

“亲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硬
菜，这个俄式火腿，淀粉少、肉含量
高，咱们直接从黑河发货，拼手速的
时候到了！”这边主播讲得风生水起，
那边工作人员打包快递箱忙得不亦
乐乎……在黑河跨境电商园区智能
仓储中心，电商企业通过现实场景直
播带货模式，把好商品送到全国各地。

“以前每天近百单，现在每天能发
两到三千单，甚至突破万单。就拿这
款俄罗斯紫皮糖来说，去年我们的销
售额达到了四个亿。”黑龙江洋品多
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斌介绍。

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黑河市获批
中国（黑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以来，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已拥有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跨境电商
零售试点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等平台载体。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
黑河保税物流中心（B 型），跨境电商

“1210”设备开始运转，对首单 20箱货
物进行全流程操作。在保税中心开展
的“1210 模式”是跨境电商保税备货
进口模式，在通关效率、商品质量、性
价比方面都存在一定优势。

近年来，黑河自贸区的跨境电商
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发
展。2020 年电商园区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额完成 15.01 亿元，同比增长
5.25%，网络零售额 4.18亿元，同比增
长 12.1%；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交易
总额 12.49 亿元，同比增长 19%，其中
生产加工型企业 0.06亿元，跨境电商
企业 12.43亿元；跨境电商网络零售额
实现 3.0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
跨境电商成长性、活力和市场适应性
持续增强。

“跨境电商、直播带货有助于推动
消费。2020年 8月我们正式投入跨境
电商直播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分
为A区的直播孵化运营中心与 B区的
国际商贸中心矩阵式直播基地。”自贸
区黑河片区对外贸易与合作中心副主
任战予诚介绍。

自贸片区跨境直播基地建设面积
5500 平方米，设有电商直播产业区、
电商企业孵化区、黑河电商直播研究
室、跨境电商线下展示中心等直播电
商引擎。黑河自贸片区通过打造特色
直播电商园区，制定一系列优惠和扶
持政策，培育和招引优秀的电商平台
公司、网红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
供应链公司和知名网红。

据了解，自跨境电商直播产业集
群建设以来，共孵化直播企业 20 余
家，主播超 200人。截至目前，跨境电
商直播产业集群实现直播销售额 2.7
亿元，已培训成熟直播运营人才 200
余人，引进供应链 3条。设立电商直
播培训学校，开展电商直播人才培训；
引入黑河网红头部主播，在跨境商品
直播销售的基础上，利用网红效应，为
行业吸引流量，并对孵化企业进行运
营指导；与淘宝大学合作，开展淘宝直
播培训基地与淘宝直播基地申建，支
持企业在淘宝等平台发展。

从 2012年开启电子商务、2015年
开始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区、2016年
境外电商孵化中心建成、2017年被授
予首批首位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2019 年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到 2020 年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试
验区……面对电商消费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黑河自贸区正利用自身优势

着力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加
快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成为对
俄贸易新增长点。

年过货能力 640万吨的中俄首
座跨江公路大桥即将通车，日前已
经完成价格听证，客运能力 300 万
人次的中俄跨境跨江索道明年建成
投入运营，年运输能力 1100万吨的
北黑电气化铁路明年年底试运行。
大通道为自贸区黑河片区带来产业
集聚的吸引力，向外辐射的穿透力。

大通道为自贸片区带来直观的
集聚效应。在五秀山俄电加工园
区，较低的电力成本，园区企业合盛
硅业今年又加大投入提高产能。“通
道优势对自贸区产业建设形成了洼
地效应，吸引企业新建项目或者进
行扩容。”自贸区黑河片区经发局局
长迟晓东说。

海量的电子商务需要非常强大
的物流来支撑，依托跨境物流枢纽
优势，黑河市建立跨境电商海外仓、
边境仓、中继仓、前置仓，各仓之间
数字化连通，数据集成“多仓联动”
集运模式，打通了进出口双向通道，
实现货物的互联、互通、互动，塑造
了中俄跨界电商产业合作新格局。

“没有疫情的话，像大众喜欢的
提拉米苏蛋糕、巧克力等产品，我们
都能做到当天运、当天到、当天发
走。”黑河市俄品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景权介绍，就拿上海的客户来
说，之前 5天才能收到货，现在不仅
运输时间减半，物流价格在园区的
协调下也减少了近 20%，而且园区
还为我们提供包装箱降低物流成本
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作为中俄‘双子城’，我们的物
流效率无论从地缘优势、政策红利
还是人才等方面，都有着发展跨境
电商的先天优势，我们为企业做好
服务，也可以让企业安心发展。”黑
河创业中心电商办主任钟恒宇介
绍。

不仅如此，跨境运输体系的形
成，也吸引生产要素向省内各通道
沿线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在位于二
公河园区的黑龙江新丝路林产品有
限公司，加工厂工人加班加点对木
材进行打磨加工。

“这批家具是准备发往山东的，
前面是展示厅后面是加工厂，主要
是通过线上订单销售，不会积压库
存。”新丝路家居厂厂长穆华军介
绍。展示厅利用黑河自贸区贸易中
心的优势承接订单，加工区利用自
贸区地缘优势进口俄罗斯木材降低
成本。“采伐—加工—精深加工”的
产业集群让黑河自贸区优势明显。

“未来中俄界江黑龙江公路大桥正
式通车后，黑河的运输优势就更加
明显，我们非常看好自贸区的发展
前景。”穆华军兴奋地说。

据了解，新丝路——中俄跨境
木材集散加工项目，在境内部分项
目投资 4.2亿元，建设集精深加工中
心、物流集散中心和交易中心为一
体的综合性木材产业园，通过打造

“采伐—加工—精深加工”跨境产业
链，进一步推进从贸易到加工再到
产业的深度发展，最终形成近期加
工销售 100万立方米、远期 300万立
方米的大型跨境木材加工产业集
群。

跨境能源资源综合加工利用、
绿色食品、商贸物流、沿边金融……
跨境产业集群通过大通道串联起
来。今年 7月，自贸区黑河片区“创

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入选
全国自贸试验区第四批“最
佳实践案例”，从城市发展到
产业互融，全面加强跨境合
作，黑河市对外开放打开新
篇章。

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布，黑河市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纳入“十四五”
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与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相适应，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
片区将加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与枢纽布局衔接、联动发展，打造具有区域集聚辐射能力的产业
集群，培育发展枢纽经济。发挥枢纽作用，优化物流大通道沿线产业布局与分工合作体系，打造
经济和产业发展走廊，自贸区黑河片区又迎来新的目标任务。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线建成通气、黑龙江公路大桥通车在即、中俄跨境索道开工建设……中俄
间将实现公路、索道、水运、航空、管道、电网、光缆，七大通道跨境互联互通，一个立体化大通道正
在加速形成。

处在大通道端口的自贸区黑河片区，对外开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20年，自贸区黑河片区对外贸易进出口完成41.96亿元，同比增长63.70%，在全省三个

自贸片区中增幅居首,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82.77%；2021年 1-8月，自贸区黑河片区对外贸易
进出口完成38.45亿元，同比增长110.6%，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93%。通过自贸片区建设，黑
河市从“末梢”变“前沿”，从“边缘”变“中心”，自贸区黑河片区已经成为我省对外开放新的经
济增长极。

跨
境
电
商
加
速
发
展

对
外
贸
易
大
幅
增
长

大
通
道
带
来
吸
引
力

大
通
道
带
来
吸
引
力

产
业
集
群
效
应
凸
显

产
业
集
群
效
应
凸
显

走进黑河中小企业创业孵化中心，电商企业
的员工正忙着准备发往全国的商品，随着“双十
二”网购高峰的到来，园区内马克谢尔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备足了网销的主打产品。

“我就是黑河人，2018年落户到这个园区的，
主要卖一些俄罗斯的日化产品，现在每天能卖
200单左右。”在负责人王新朋看来，刚入驻园区
时中心提供的好政策，让当时还是“创业小白”的
他省了不少心。“我们当时基本上就算是‘拎包办
公’，水电费都不用我们操心，我们专心卖货就
行。”王新朋说。

合作区内像马克谢尔这样的电商企业一共
有近百余家。黑河通过边民互市贸易，让更多
黑河市民做起了电商。“边境地区的居民和对方
国家边民持有边民证，每人每天可以购买 8000
元产品免税通关，这个方式不仅让边民致富，也
丰富了跨境电商的商品品类。”自贸区黑河片区
商务局局长张波表示，边民可以利用这一政策，
对购买的俄罗斯商品进行二次销售，进行自主
创业。

除了自主创业，加入合作社也是边民不错的
选择。“我们合作社主要是集中货源，将俄罗斯产
品发到南方的城市去进行销售。产生的利润勾
平费用之后，再返还给每一个边民合作社的成
员。”黑河市合作区祥禾边民互市贸易专业
合作社社长吕博宇介绍。

查验购买凭证，将商品基本信息录入系

统，根据认证商品数量制作认证二维码并贴在商
品上，即可生成认证清单。在边民互市贸易商品
溯源认证自助机前，吕博宇不到十分钟，就将产
品的认证清单打印了出来。

为了有效解决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进入二级
市场流通监管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
门开发了边民互市贸易商品溯源认证系统，以粘
贴溯源码的形式作为边民互市贸易商品市场流
通认证标识。

不仅如此，为积极落实《国家边贸创新发展
意见》，黑河制定边民互市贸易相关政策和交易
流程，在全省率先向边民组织发放了“边民互市
贸易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全国首创制发“数字
联名边民银联卡”、创新开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
溯源认证系统、推进“互市贸易+电子商务”新模
式、推出“边民创业担保贷款”金融新理念。

截至目前，办理新版数字边民证 1.5万张，
注册登记了 48家“边民专业合作社”。2020年边
民互市贸易交易量、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 124%
和 48%，参贸边民 12.2万人次、边民受惠 170万
元。

2020年 9月 12日，首批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
21.7吨大豆加工完成，我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
品粮食落地加工压力测试工作圆满结束，边民互
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国家试点工作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2020年 12月，自贸区黑河片区开工建设互
市贸易产业园。建筑总面积 3.4万平方米，项目
建设包括标准化厂房、冷链物流库、综合管理用
房等。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 70%，计划
2022年 8月全部投入使用。从互市贸易到落地
加工，自贸区黑河片区为全省树立了样板。

“黑河自贸区最大的特点是跨境、最大的优
势是对俄的区位优势。”自贸区黑河片区常务副
主任王海东说，我们要通过落实兴边富民政策，
推动边贸创新发展，让黑河百姓获得更多自贸区
的红利。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地缘优势 互市贸易兴边富民互市贸易兴边富民

本版图片均由自贸区黑河片区管委会提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思琪 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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