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A茶座 A09
2018年9月14日

OBSERVER观察家广告OBSERVER观察家A08
2018年9月14日

12A茶座

责任编辑 雷军虎 美编 雷林燕 照排 车时超 校对 诸新民

问：既然全国的采购商目标是超过 15 万家，那么宁波企业有多
少？

答：本次展会采购商的报名已于8月30日截止，招展过程中得到
了宁波企业的热切关注和踊跃参与。根据展会宁波交易团的数据，截
至9月10日，宁波交易团获批采购商注册登记数4119家，完成计划数
的117.7%；获批专业观众注册登记数9402人，完成计划数134.3%，
两项指标均排名全省第一。

目前，宁波交易团的报名人数已经与浙江省交易团的预计目标1
万人实现基本相当。然而，最终确定登记参加的人员可能会和报名人
数稍有出入，所以后续还需要有一定的措施确认实际参会的人群。宁
波交易团还将采取包车等手段服务采购商赴上海参加进博会。

问：进口博览会，对宁波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要从我们进出口不平衡的情况来看。就宁波角度来讲，改

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家对宁波出口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从2013年
到2017年，宁波市进出口总额均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在这千亿美
元的进出口总额中，我们进口和出口的比重是相当失衡的，进口仅占
大约30%，出口则占到了70%。

从贸易促进的工作角度来讲，我们一直以来还是立足于出口的促
进工作。广交会是外贸形势的晴雨表，宁波近年来每届申请的广交会
摊位有近7000个，真正参展的有3000多个，满足率在45%左右。这
一比例说明宁波企业对出口增长的需求，也能从侧面说明宁波进出口
结构中出口的力度较大。

不过，虽然宁波进口总额远小于出口总额，但宁波的进口总额亦
占到了全省的40%左右，数量也不低。2017年宁波市进口总额达
2616亿元，增长37.3%，以有色金属、机电产品和初级形状塑料等大
宗商品为主，日用消费品占30%左右。所以对宁波而言，可以借助进
口博览会的契机，把力量重心一部分放在进口的促进方面。

问：宁波参与进口博览会，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宁波在进口博览会中做什么？宁波将组织开展“2+4活动”，即2

场专场活动和4个专业采购团活动。
这2个专场活动，一是在上海举办的“宁波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对接会”。届时将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商与宁波市
制造业企业、进口商、经销商进行贸易洽谈和签约。二是在进口博览
会的总体安排下，承接境外高访团“重要客商宁波行”的系列活动。
届时国外政要和重要嘉宾将赴宁波杭州湾新区、宁波—舟山港等地参
观考察。

在这2个专场活动的基础上，宁波还要组织“四个采购团”，分别
为制造业采购团、中东欧商品采购团、服务贸易采购团和跨境电商采
购团。我们还将对接市经信委、口岸办、旅游、文化、教育等部门，
参与到进口博览会的相关活动中。

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全面承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为
承接进口博览会给宁波带来的溢出效应，宁波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所作为：

首先，是全球贸易商集聚计划。一是积极对接进口博览会重要进
口商，推动其到宁波设立分支机构、区域总部。二是借鉴新加坡经
验，争取复制自贸区类似政策尽早落地。三是以大宗商品贸易商为重
点，对接一批在新加坡等地开展业务的全球贸易企业。四是加强开展
与新加坡商会互访等活动，吸引一批企业来宁波落户。目前，我们正
与香港贸发局洽谈展会合作和企业交流方面的合作协议。

其次，要高水平办好三个重点展。这三个重点展指的是每年的中
国-中东欧博览会、浙江进口商品展览会，进口商品常年展。可以借
助进口博览会的契机，为宁波承办的这三大展会做好采购商邀请、实
现精准招商，加快进口消费品优势产业的发展。

此外，要高质量建设三个政策试点，推进16+1经贸合作示范区、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自贸区宁波片区扩大进口业务。

接下来，需高起点建设三个进口区域。将宁波保税区打造成国际
贸易集聚平台；重点加强梅山保税港区进口区的汽车整车、花木、冷
链食品、木材进口板块；将临空经济示范区进口区域努力打造成为长

“进口的春天到
了，我们熬出头了。”
去年5月，举办进口博
览会的消息一传来，
就让正正电商副总经
理胡杭波深切地感受
到：进口同行的圈子
里一下子“热闹”了
起来。

2017年 5月，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宣布，中
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欢迎有优势、有
特色、有竞争力的商
品服务进入中国13亿
人口的大市场。未来
五年，中国将进口超
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
和服务。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有哪些亮
点？对宁波意味着什
么机遇？本期 12A茶
座现场，宁波市商务
委贸易促进处处长费
建明为此进行了解答。

问：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对全国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可以用“两个重大”“三个有利于”

“四个意义”概括对进口博览会的认知与看法。
“二”是指举办进口博览会有两个“重大”，

分别是“重大决策”和“重大举措”。一是党中央
着眼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做的重大举
措，二是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
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三”是指“三个有利于”，这实际上是从主
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所衍生出来的。首
先，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经贸合作交流。对
我国来讲，进口博览会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而是立足于经贸合作交流，上升到我国的外交主
场活动。第二，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
增长。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
口国和消费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的主力
军。第三，有利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就进口博览会，按照我们的理解有“四”大
意义。第一是纪念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的标志性活
动。第二是国家对于社会基
本矛盾的解决之道。第三是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再造，
为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产品。第四个是回应中美
贸易摩擦，从地方角度看希
望能将进口作为贸易战应对
的一个举措。

问：本届博览会意义重
大，它有哪些亮点？

中国进口博览会官方总
结了本届展会的五大亮点。
第一是“中国市场巨大的消
费和进口的快速增长”。中

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是全球第二大
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已经进入消费规
模持续扩大的新发展阶段。从全国来
讲，未来5年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
商品和服务。进口博览会为商品进入中
国市场提供历史性的机遇。

第二是“上海优势突出，辐射全国
效果明显。”上海地处长三角经济区，
区位优势突出，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我们知道上海港集
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居世界首位，在全
国有着辐射带动能力。

第三是“展会规模盛大，配套活动
丰富精准。”展会分为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国家形象展三个展区。目前，大
会已经陆陆续续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
配套活动，目前公布的活动已经有大约
300场。

第四是“多种措施并举，保障服务
全面高效”。多种措施并举指的是如何
让进口商品顺利地进入博览会现场、如
何让商品在国内顺利地分销？这就需要
一系列通关和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措
施，长期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交易服
务，保障客商权益。进口博览会展品的
首次进境期限由6个月延长至1年，省
去了企业多跑一趟海关办理延期手续的
过程。

第五是“采购商需求强劲，专业采
购商数量众多”。专业性的采购是展会
的核心关键点。进口博览会主办方组织
全国各地企业到会采购，预计国内外专
业采购商达到15万家。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时间是2018年的11月5日-
10日，共6天。地点是中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整个场馆
包括40万平方米的室内展厅，企业商业展占地27万平方米，
国家形象展占地3万平方米。

其中，企业商业展中的货物贸易板块将设6大展区。在
这6大展区中，有3个展区涉及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类产品，
分别展出消费电子及家电、服装服饰及日用品、食品及农产
品。另外 3 个展区则涉及装备类，分别展出智能及高端装
备、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汽车。

企业商业展还有服务贸易板块，将设新兴技术、服务外
包、创意设计、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物流服务、综合服务
7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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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和服务

宁波在进口博览会中会做什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
闻
链
接

三角区域高端冷链进口商品交易集散中心。
最后，宁波要打造三个进口政策体系。首先，建立进口促进政策

体系。一方面优化部分商品的通关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另一方面
研究推出进口扶持政策，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在高附加值进口设备领域
实现突破。其次，要建立进口商品内销体系，以中东欧商品为突破
口，促进进口环节与内销渠道对接。此外，还需建立进口商品供应链
体系，提升港口、物流、仓储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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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博览会,宁波有何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