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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16日，来
自柬埔寨、老挝、缅甸、
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和东
盟秘书处的高级官员考察了
宁波市。这些客人均为中国
—东盟博览会东盟国家共办
方的官员，大部分来自该国
经贸主管部门。

宁波高速发展的对外
贸易、尤其是对东盟国家
的经贸合作的成就给客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
波市商务委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宁波不仅与中东
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
速，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也
有长足的进步。宁波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区位优势明显，港口条件
突出，将在串起联通东盟

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
经济板块的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起到重要作用。
2016年，宁波对外贸易总
额约为1000亿美元，其
中东盟国家占8.6%。

记者了解到，宁波
是2017年第14届东博会
的“魅力之城”。这是中
国—东盟博览会的五大
专题之一，也是每届东
博会最让观众流连忘返
的地方，旨在展示中国
和东盟参展城市在旅
游、文化、教育、科技
等方面的合作商机，使
双方合作从国家层面进
一步延伸到城市层面。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姚珏

东盟经贸官员考察宁波

3 月 17 日，宁波海
关根据海关总署缉私局
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打
击“洋垃圾”走私专项
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
走私废橡胶、废塑料、
废纺织品作为打击重
点，共出动海关警员80
余名，分成10个行动小
组，于多地同步开展行
动，在国门一线针对“洋
垃圾”进行查缉封堵。截
至目前，在梅山码头现场
查扣涉嫌走私进境废橡
胶24个集装箱，共500余
吨；在北仑码头现场查扣
涉嫌走私进境废纺织品
56个集装箱，共1400余
吨。累计查获固体废物
走私违法案件8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5名，查证涉

案 固 体 废 物 13000 余
吨，目前相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查办中。

据宁波海关介绍，
2017年该关将重点开展
打击废物走私“蓝天”
专项行动，进一步严密
监管，对固体废物实施

“三个100%”的查验措
施；进一步加大与环
保、国检、公安等相关
执法部门的联系配合，
严厉打击固体废物走
私；适时发起区域性联
合执法行动，坚决将走
私“洋垃圾”封堵在国
门之外，保障国家生态
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董楠

近日，在ChinaBang
Awards 年度颁奖晚宴
上，盛世方舟荣获“年
度创业服务机构”大
奖。

作为国内最大的股
权母基金管理机构和最
大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
机构盛世投资旗下创新
创业平台，盛世方舟以

“孵化+投资”“基地+基
金”“产业+资本”的模

式运行，发挥“灯塔效
应”，烛照创业者前行。
盛世方舟管理的中早期
母基金及政府创投引导
母基金已投资50多只优
秀的中早期基金，覆盖
800 多个中早期项目，
同时与多个上市公司合
作产业投资基金。

宁波是盛世方舟落
户的第一个城市，也是
双总部之一。自去年6

月开业以来，累计服务
项目超过50个，多个入
孵项目市场估值数千万
元以上，目前在孵项目
中有 9 家企业获得融
资，总融资额超 8000
万元。

ChinaBang
Awards 一直以“发现
中国创新的力量”为宗
旨，积极在全国范围内
搜寻最有潜力、最有价

值的创业项目，力求打
造行业内最权威的评选
盛会，并发现了一批如
微信、亿航、锤子科
技、饿了么等优秀创业
团队，它们如今已陆续
成长为独角兽级别的大
公司，影响用户生活方
式，推动着中国互联网
生态圈的发展。

记者 王婧
通讯员 张群

2017年3月8日，马
来西亚农业与农基产业
部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紧急报告，2 月
28 日 ， 吉 兰 丹 州
（kelantan） 发 生 1 起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为严防疫情传入风
险，目前，国家质检总
局已全面禁止进口马来
西亚燕窝产品。

3 月 11 日，总局动
植司更新了 《禁止从动
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
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
表》，其中马来西亚“禽
类及相关产品”列为禁
止入境货物。

在此，宁波检验检
疫局提醒广大进出口商
及代理商，首先要禁止

马来西亚燕窝产品进
口。自3月10日起，检
验检疫机构停止受理、
审批、颁发马来西亚输
华燕窝产品的 《进境动
植物检疫许可证》。对于
已经颁发的 《进境动植
物检疫许可证》，暂停使
用；此外，自疫情发生
之日启运的马来西亚燕
窝等禽类及相关产品，
暂停受理报检，禁止入
境。同时，提醒广大消
费者请勿私自携带、邮
寄马来西亚的燕窝产品
等禽类及相关产品入
境，一经发现，一律作
退运或销毁处理。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张大鹏

舒林军

中国全面暂停
进口马来西亚燕窝产品

贸易便利化是引领国
际贸易的新潮流，检验检疫
部门提醒相关外贸企业：

一是检验检疫等口
岸部门在申报、查验、放
行等环节对高信用企业

都有优惠政策，要注重
诚信经营，提升自身的
信用等级；

二是增强信息获取
意识，充分利用《协定》
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国

外法律法规和优惠政
策的了解，把握好贸易
便利化带来的机遇；

三是加强技术创新
能力和应对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能力，积极迎接

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尽快适应贸易便利化下
全新的贸易环境。
记者 劳育聪 王婧

通讯员 罗昌富
范思齐 邱昕

注重诚信经营 提升信用等级

《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利好外贸企业进一步降低成本

宁波15700余家企业将受益
宁波海关打响
“洋垃圾”走私阻击战

盛世方舟获“年度创业服务机构”奖

日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已得到该组织超过三分之二成
员核准，从而正式生效。

《贸易便利化协定》对降低全球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有着重大意义。根据WTO测算，《协定》的
充分实施将使全球贸易成本减少14.3%，其中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降幅更大。而其最核心的一点就
是努力建设“单一窗口”。

那么，对于宁波企业来说，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协定》让全球贸易更加便利

根据《协定》的相关
内容，该《协定》实施
后，将给全球的进出口贸
易带来三大方面的便利。

一是《协定》要求
各成员以容易获取的方
式及时公布进出口和过
境程序、表格单证、税
率、行政收费、限制和
禁止事项等，要在互联
网上尽可能多地提供与
贸易有关的信息，并尽
量采取统一的海关程序
和单证要求。在预裁定

制度方面，各成员有义
务做出预裁定并确保结
果的有效性和约束力，
实现了行政管理程序的
前置。这将减少国际贸
易中的不确定因素，激
发企业的积极性，增加
贸易流量。

二是贸易措施更具
公正合理性。在维护公
正性方面，根据 《协
定》，各成员在相关法
律法规生效前应给予外
贸企业等利益关系方听

证和评议的机会，并酌
情建立定期的磋商机
制。在保障合理性方
面，《协定》 赋予外贸
企业等利益关系方一系
列权利，如对海关行政
决定的上诉权和审查
权、对被拒绝入境货物
重新托运或办理退运的
权利等。各成员要给进
口货物提供二次检验的
机会，若扣留进口货
物，应迅速通知承运人
或进口商。此外，《协

定》还要求除特定情形
外，各成员尽量减少贸
易限制程序。

三是各种贸易成本
大幅度降低。在国际贸
易中，交易成本的构成
非常复杂。《协定》 以
降低国际贸易过程中的
交易成本为宗旨，不仅
包括进出口关税、行政
收费等直接成本的减
少，还涉及优化通关环
境、提高管理水平带来
的间接成本的降低。

“单一窗口”让企业降低30%通关成本

根据该《协定》的
约定，在进出口手续方
面，要努力设立“单一
窗口”（一点提交和一
点反馈）。而这项工作
宁波已早在2年前开始
启动建设。

2015 年 9 月 1 日，
我市升级上线了浙江宁
波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成为国内（继上海
后）首批和浙江省首家
上线的单一窗口平台。
截至目前，宁波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平台已
涵盖了口岸通关、跨境
贸易、贸易合作、资质
认证、数据应用、资讯
中心、一带一路、物流
服务等八大板块，实现
相关功能三百余项。

对该项创新带来的
价值，宁波金田进出口
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深有体会。“宁波加工
贸易单一窗口上线以
后，给我们企业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以前我们
还需要带着书面资料到
外经贸、海关进行审
批，路上花费的时间比
较多。一本新手册，一
般需要6个工作日才能
完成”，他说，“而通过
单一窗口平台，我们只
需要在平台上填写数
据，上传相关文件以
后，就能通过平台进行
流转，直到海关审批通
过为止，一般只需一个
工作日就能完成。如果
数据申报错误的话，平

台或者海关的工作人员
会以电话或者微信公众
号及时通知我们更改申
报数据并重新申报。”

目前，我市“单一
窗口”平台注册企业数
已达15700余家，传输
并处理核心报文量达到
1967 万票，独立 IP 点
击量184万次，运行政
务项目47个。其中关检
合作“三个一”、船舶
统一申报、加工贸易公
共服务平台、国际进出
境邮递物品管理系统等
核心单一窗口项目已推
广至宁波口岸所有业务
现场，并广受企业欢
迎。

据统计，企业使用
关检合作“三个一”

后，可直接降低50%的
查验费用；使用船舶

“统一申报”后，从原
先的 3天时间缩短至 2
小时，企业录入量减少
30%；使用加工贸易平
台后，企业端申领加工
贸易手册操作时间从4
天缩短为1天，每单节
约直接录入成本 600
元，综合其他各项成本
平均可为每家加工贸易
企业节省30%的通关成
本；国际进出境邮递物
品管理系统的上线为宁
波国际邮件互换局的正
式启用及业务开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大大缩短
进出境邮件的收件时
间，时间上可以节省一
天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