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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拉思获得资本青睐并不是
没有道理的，其背后体现了出口
工业品市场的潜力。

拓拉思（宁波）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
工业品这个领域来说，以美国市
场为例，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国
工业品品牌被广泛认可。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任何一家中国工厂
去美国打造品牌都是一件比较困
难的事情。

“一方面，单凭企业的一己之
力，无法搭建起一条完善可靠的
售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诸如机
械装备等产品需要强大的售后服
务体系支撑，单单以电商的销售
形式可能无法支撑，需要依托平
台打造一个完善的生态体系去支
撑。”他说。

通过拓拉思平台的两头对
接，加上营销推广、产品推广、售后
服务等一系列服务，这个出口跨境

电商平台成功吸引了许多工业品
生产商的眼球。截至今年10月底，
拓拉思已与逾200家样板企业正
式签约。到2018年10月，拓拉思
计划打造300家样板企业，涉及
30~50个工业领域。这300家样板
企业将通过拓拉思平台进入美国
市场，开始批量销售。

在完成千万级美元 Pre-A
轮融资后，拓拉思2018年的目标
是开启下一轮融资。

商报讯（记 者 劳 育
聪 通讯员 马为洁）11月
10日，宁波海关在进口货运
渠道查获一票废五金中夹带
限制进口废塑料的货物。据调
查，这票废五金是宁波镇海金
属园区内的某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从日本进口，向海关申报
品名为“以回收钢铁为主的废
五金”，以整船散货形式从日
本大阪港运抵宁波港镇海港
区，整船货物共1244.92吨。

宁波海关在对这票货物
进行检查时发现，其中夹带
有集装袋单独包装的废塑料
15包，与申报品名不符，且

废塑料属于国家限制进口货
物，必须有相关许可证件才
能进口，而该进口企业并不
具备相应的资质。这票货物
于11月16日退运出境。

我国对“固体废物”进口
实施严格的分类管理，分为
禁止进口、限制进口、非限制
进口三类。限制类固体废物
在进口时严格限定了进口企
业和口岸，不具备资质的企
业进口限制类固体废物将被
严格依法退运出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宁波海关已退运固体废物
179批，累计15760.64吨。

商报讯（记者 劳育聪 通
讯员 田明超 潘俏伊 林苗）
11月13日~15日，宁海县“一
市青蟹”“长街蛏子”两个特色
农产品顺利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组
织的第三方评定专家组的现场评
定，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再添新
成员。

“一市青蟹”，学名锯缘青蟹，
是我市海水养殖水产品的第一个
有机品牌。海水养殖面积近4万
亩，外海滩涂养殖约2.9万亩。其
中“一市”牌有机青蟹养殖基地达
5500余亩，宁海一市是名副其实
的全国青蟹养殖之乡。

“长街蛏子”，学名缢蛏，2012
年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近年来通过蛏子原种场、重点
无公害养殖场、营销大户建设，长
街蛏子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产业化发展，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显著。长街全镇养蛏面积
达3万余亩，总产量1.39万吨，总
产值1.67亿元，占当地渔业总产

值的48.5%。
评定组通过申请资料文件审

核、养殖基地实地考察、现场询
问工作人员等方式，对“一市青
蟹”和“长街蛏子”两个产品展开了
为期3天的产品保护现场评定，在
全方位评估两个产品在绿色环保、
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及
原产地特征与特性等方面的符合
性后，最终认为申报产品符合《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评定通则》的要
求，予以通过现场评定。

评定组认为，宁海县开展生
态原产地保护工作有特色、有创
新。其中，地方政府主导推进、
统筹规划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
作的做法，以乡镇政府为产品保
护申请主体，围绕“一乡一特
色、一镇一精品”，重点开展

“一市青蟹”“长街蛏子”等名特
优产品的保护培育和品牌建设，
以优质精品为保护对象，全力发
展绿色农业、精品农业，这些做
法值得肯定。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是国
家质检总局发起的一项产品保护
项目，旨在通过完善的保护机制
和原产地管理制度，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品牌效益和市场竞争
力。据悉，这是宁波市第二批申
报生态原产地保护的特色产品。
2017年以来，在检验检疫部门
的积极推动下，宁海县凭借优越
的生态环境，以开展生态原产地
产品保护为抓手，致力于深挖

“正宗、地道、纯真”特产优
势，发挥生态品牌的集聚效应，
丰富“生态名城”建设内涵，县
政府专门出台了“9+n”个名特
优产品的3年保护规划，并同步
推进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
建设。宁海检验检疫局作为牵头
组织部门，按照县政府3年规划
的部署要求，有序推进2017年
产品保护计划，此次两个产品成
功通过现场评定，为该县创建国
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
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装备垂直跨境电商平台“拓拉思”获资本青睐

工业品领域打开出口跨境电商新天地
日前，工业装备垂直跨境电商平台“拓拉思”获1240万美元Pre-A轮融资，领投方为香港磐通资

本。这个平台连接了中国的工业装备制造企业与美国的工业品采购客户，既帮助美国客户寻找合适的装
备生产商，也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中国供应商打开美国市场。在消费品借助这一新模式迅
速打开市场的同时，工业品领域成为蓝海市场。有业内人士表示，工业品将成为这种新模式的新拐点。

与此同时，工业品市场的潜
力正在日益爆发。据宁波海关统
计，今年1~10月宁波市装备制
造业出口1036.2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17.9%。主要出口到
欧盟、美国和东盟，分别出口
253亿元、195.6 亿元和 98.1 亿
元，分别增长15.9%、16.3%和
20.6%，三者合计占同期出口总
额的52.8%。此外，对俄罗斯和
巴基斯坦出口形势喜人，增速均
超过50%。

对工业品这片蓝海，拓拉思
仍然在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使
发力，力争帮助更多企业更加深
入美国市场。以海外仓为例，公
司马上要在美国的中部、东部、
西部等地设立100万平方英尺的
海外仓。

在此基础上，拓拉思还争取
在海外仓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
（FTZ）。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企业
想要输出用于美国市政公共建设
的产品，而这些产品需要同时满
足美国品牌、美国制造这些苛刻
的条件。“帮助企业注册美国品
牌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而满足美
国制造的要求则比较难。”他
说，“自由贸易区成功建成可以
令企业将零部件运到美国，并在
当地进行组装，从而实现‘美国
制造’这一要求。”

也有众多宁波装备生产企业
开始将目光对准出口跨境电商这
一新领域，并且开始跨出第一步。

专注于生产粉碎机、撕碎机
和输送机的意菲特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今年尝试与拓拉思合作，于
上个月将一台粉碎机发往位于美
国的海外仓。

“作为样品机，这台粉碎机
到海外仓后，方便客户前来参
观，并且在后期通过跨境电商的
方式将更多机械装备出口到美国
市场。拓拉思方面将会对产品进
行推广销售，目前我们也在等待
初次试水的效果。”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

此外，在销售过程中，国内
工业品市场的潜力同样非常喜
人。“随着人工费的升高，越来
越多国内企业需要通过机械设备
来降低人工成本，也将引来销售
的高峰。国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
长30%左右。”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劳育聪 王婧

甬家军瞅准机遇初试水

获资本青睐体现新模式潜力

宁海“一市青蟹”“长街蛏子”两个特色农产品顺利通过现场评定

我市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再添新成员
商报讯（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鲁林 李玖玲 舒
林军）记者从宁波检验检疫局
获悉，今年以来，宁波口岸共
进口越南冷冻水产品1384.4
吨、金额444.5万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114.2%和154.6%，其
中绝大部分是巴沙鱼。

巴沙鱼是东南亚国家重
要的淡水养殖品种，是湄公
河流域一种特有的优质经济
鱼类，其主要产地在越南。

宁波口岸是“一带一路”
和“两廊一圈”发展战略中的
核心港口，宁波检验检疫局
以“便利对外贸易、服务开发
开放、促进外贸进出、密切国
际合作、保障国门安全”为目
标，充分发挥质检部门的职
能优势和促进作用，不断拓
展口岸功能。

尤其在推进进口冷链物
流建设上，宁波空港进口冰
鲜水产品指定口岸顺利通过

国家质检总局考核验收，实
现了冰鲜和冷冻水产品进口
业务全覆盖。宁波口岸现有
北仑、梅山、保税区等地的4
个冷链查验平台，配套冷链
库容近20万吨，推动宁波口
岸成为浙江最大、华东主要
的进口冷链物流集散地。同
时，宁波检验检疫局积极推
进宁波舟山港检验检疫监管
服务一体化，使企业享受到

“进口直通”的便利，宁波舟
山港的揽货能力大大提升。

越南巴沙鱼肉质鲜嫩、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价
格十分亲民，因而越来越受
到市民的欢迎。浙江蓝雪食
品有限公司是宁波梅山口岸
最大的巴沙鱼进口商，该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
国内对小规格开背巴沙鱼的
需求量不断增大，尽管近期
越南进口巴沙鱼的价格有所
上涨，但进口量只增不减。”

宁波海关退运1244.92吨
不合格进口固体废物

商报讯（记 者 劳 育
聪 通讯员 董楠 戚国
君）“海番薯”是一种广泛分布
在东南沿海海域的海洋生物，
因其外形肥短，清洗后通体粉
红，形似番薯而得名。这种价
格低廉、沿海渔民并不喜食的
海产品，被不法分子改头换
面，摇身一变成为“远销海外”
的高档海产品“冻海参”。11
月16日，宁波海关对外通报，
该关联合国税、公安部门查获
一起利用“海番薯”骗取出口
退税案件，涉嫌骗取退税
2200余万元。

宁波海关通过风险监控
发现，在宁波口岸申报出口
的一种称为“冻海参”的商品
存在明显的高报出口价格、
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经海

关缉私警察进一步调查发
现，这些所谓的“冻海参”，实
际为东南沿海常见的“海番
薯”，收购价仅为每公斤6元
人民币。但经过简单的清洗、
去皮、蒸煮、冷冻后，却变身
为不法分子口中的“高档海
产品”，出口价格高达每公斤
40美元。鉴于案情重大，宁波
海关迅速启动《预防和打击骗
取出口退税犯罪合作机制》，
将线索通报给宁波市国税局、
公安局。三方高度重视，迅速
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案件侦
办。近日，经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宁波某公
司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
罚金2300万元，主犯杨某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
罚金200万元。

宁波海关查获
利用海产品骗取出口退税案

宁波口岸
越南进口水产品增长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