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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 娜
通讯员 董 楠

近日，宁波海关发布 2016 年
缉私典型案例。去年一年，宁波海
关缉私部门破获各类案件 1000 多
起，案值近20亿元。

跨地区走私团伙偷运
成品油

去 年 ， 宁 波 海 关 组 织 开 展
“6·22”打击成品油集中行动，一
举打掉3个成品油走私团伙。

经查，2015 年年底，走私团
伙派人驾驶改装船到公海接油，非
法偷运进境后，趁夜在舟山、温州
和宁波等地的非设关地码头偷卸，
再利用油罐车队分装后迅速发往
10 多个城市销售牟利。经统计，
走私团伙偷运进境并销售走私成品
油约5.9万吨，案值3.2亿元。该案
成为宁波海关去年查获的案值最
大、涉案人员最多、覆盖地域最广
的团伙走私成品油案件。

实货“秒变”空箱骗取
出口退税

申报单上标明有满满一集装箱
的“蒸发器总成”，开箱后却寥寥
无几。宁波海关人工查验发现，涉
案企业对“货物”进行了精心的伪
装，把装有实货的木箱放在箱门
口，其余箱子摆放相似的塑料件，
这样仅从机检查验的扫描图像上
看，“空箱”的图案颜色与“实
货”十分接近。为了使重量更接近
于申报重量，还在箱子中后部加了

铁板压秤……为了骗取出口退税，
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利
用各种手段多报瞒报，企图逃避海
关监管。经查，该案案值逾 4800
万元，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款超 810
万元。

绕道千里走私进口裘皮

原本可以在家门口进口的裘
皮，却要绕道“千里之外”的北方
口岸报关进口再运至宁波，这引起
了宁波海关的注意。经过对百余份
报关单、数万条业务数据的梳理和
反复比对，一幅走私高档裘皮的线
路图逐渐清晰。办案人员发现，涉
案商户与代理公司为了逃避海关监
管，将原本应该以一般贸易方式进
口的生皮，以“进料加工”的贸易

形式进口，再套用国内加工单位的
加工贸易手册“偷梁换柱”，直接
在国内经营销售。2012 年至 2016
年，涉案企业累计走私水貂皮约
15200张，案值约 1300万元。该违
法行为不仅偷逃应缴税款，还在该
行业形成不正当竞争，严重扰乱国
内皮草市场秩序。

走私离型纸以“服务
费”补价

纸张也有人打走私的主意。离
型纸，是一种防止预浸料粘连又可
以保护预浸料不受污染的防粘纸。

2016年 5月，宁波海关查获一
起走私离型纸案，在此基础上分析
比对近年来进口离型纸的上万条数
据，紧抓个案关键点，巧用逆向思

维，连续查获与该作案手法类似的
4起低报价格进口离型纸案件，总
案值高达2523万元。

6起走私武器弹药案被查

2016 年，在 G20 峰会和互联
网大会等重大会议和安保任务期
间，宁波海关加大行邮、货运等渠
道的监管查缉力度。宁波海关缉毒
犬队查验进出境航班 400架次、旅
客行李物品 6000 余件、进出口快
件 3 万余票、普货 1 万余件。全年
查获走私武器弹药案 6起，涉及枪
支 10 支、枪支配件 10 件、铅弹
3000余发。

多晶硅骗领原产地证避税

2016年 7月，宁波海关联合南
京海关，出动缉私警察 32 名，在
宁波、江苏等地同时开展打击多晶
硅走私行动，一举摧毁一个多晶硅
走私犯罪团伙，在宁波抓获犯罪嫌
疑人 3 名，现场查扣涉案多晶硅
144吨。

经 查 ， 2015 年 12 月 至 2016
年，以黄某、曾某为首的宁波多晶
硅走私犯罪团伙，与台湾犯罪嫌疑
单位勾结，通过更换产品外包装、
骗领台湾原产地证等方式，将原产
于美国 REC 公司的太阳能级多晶
硅运至台湾后，伪报成台湾原产地
并从上海、宁波等口岸进口，从而
逃避我国针对美国 REC 公司多晶
硅货物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该案
涉嫌走私多晶硅约 1900 吨，案值
约2.49亿元，涉嫌偷逃税款约1.05
亿元。

宁波海关发布2016年缉私典型案例

图为宁波海关查获走私离型纸案件。 （董娜 包俊 摄）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姚 珏

【热词】
“一带一路”

自 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
路”倡议从概念走向实践、自国内
融入国际、由历史联通未来。由于
响应了沿线各国加强互利合作的迫
切愿望，“一带一路”影响迅速席
卷全球，目前已有 100多个国家明
确表示支持共建。

今年全国两会，“一带一路”再
度成为引人注目的热词。在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5次提到

“一带一路”，要求扎实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以“一带一路”引领对外
开放。

下一步，“一带一路”的互联
互通互融如何提速？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给出了三方面策略：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加快陆上经济走廊
和海上合作支点建设，构建沿线
大通关合作机制；深化国际产能
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
准 、 服 务 走 出 去 ， 实 现 优 势 互
补；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

【权威解读】
“一带一路”助推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是促进全球经
济发展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负
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商务部部
长钟山如是说。

3 年多来，“一带一路”的合
作成果超出了预期。据介绍，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额达到 6.3 万亿元人民
币，增速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
增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达到 145亿美元。中国
企业已经在沿线 20 多个国家建立
了 56 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
过 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
位，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稳
步推进。

钟山表示，中国制造、中国建
造、中国服务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
家的欢迎，沿线国家的产品、服
务、技术、资本也在源源不断地进
入中国，互利共赢。

有关专家表示， “一带一
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新机遇。目
前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很
强，企业投资项目点多面广，但
多数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
在与当地政府、企业关系的协调
处理上力不从心。2017 年“一带
一路”倡议的继往开来，将起到
稳定剂的作用，同时将软环境改
善提上日程，有利于国家之间达
成更多的项目和合作，对企业来说
是利好。

【宁波声音】
实现“一带一路”业绩与
政策共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5 次提
及‘一带一路’，这让我们对推进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行动计划的
信心更足了！”市商务委主任陈秀
忠说，宁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枢纽，也是我国四大国际深水枢纽
港和远洋国际干线港之一。作为连
续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
博览会的举办地，宁波历来重视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并把中东
欧作为区域支点，拓展“走出去”
的空间。

陈秀忠说，前不久，市政府印

发《宁波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经
贸合作交流中心行动纲要》。《纲
要》 指出，到 2020 年，我市将培
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
体，建成一批具有宁波特色的高标
准开放平台，引进一批国际化高端
人才，基本确立“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经贸合作交流的

“桥头堡”地位，基本建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经贸合作交流中心。这
也标志着我市更为主动地对接“一
带一路”倡议。

按照国家赋予的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任务，我市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功能定位是：“一带
一路”枢纽城市，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支点城市，经贸合作和人文交
流先行城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
点城市。

如今，一大批“一带一路”相
关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国航海
日”永久落户宁波，申洲织造、海
天、中策动力、狮丹努等企业境外
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截至目前，
甬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投资27.2亿美元。

2017 年 将 会 是 “ 一 带 一 路 ”
业绩与政策共振的一年。陈秀忠表
示，我市将主动对接国家倡议，推
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行动计
划，协调落实促进政策，加快重点
项目、重点园区建设，争取我市优
势项目入围国家和省支持计划。同
时，全面启动商务领域重点项目任
务，着力在经贸合作辐射力、高端

资源聚合力和发展环境吸引力建设
上取得实质性成效。此外，精心筹
划办好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
资贸易博览会系列活动，积极推动
创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综
合试验区；注重发挥服务贸易、跨
境电商、冷链物流在畅通内外市场
上的功能。

【民间期待】

3 月 8 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宁
波市政府在京签署《关于共同建设

“中国-中东欧贸易便利化国检试
验区”合作备忘录》。此举无疑将
为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经贸往来
释放更多贸易便利化红利。我们为
之欢欣鼓舞。

目前，从中东欧进口的果蔬已
是首批受惠的产品。我们积极跟
进，并从波兰进口了第一批双色苹
果，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摆上宁波普
通市民的餐桌。下一步，我们希望
相关政策尽快落实到具体操作上，
届时不只是果蔬生鲜，还有更多的
中东欧农副产品可以受惠于国检试
验区。

另一方面，到中东欧国家进行
直接投资，直接设立工厂，可以有
效规避各类贸易壁垒。我们希望政
府出台更多的鼓励措施，降低企业
成本，同时协调有关部门放宽外汇
管制，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宁波帝加唯达商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 张荣

宁波借“一带一路”
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国两会财经热词连连看⑦

为了提振消费信心，更好地
促进消费，浙江省政府日前决定
全面实施“放心消费在浙江”行
动，旨在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稳步提高。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全面实施“放心消费在浙
江”行动的意见》指出，到“十
三五”末，培育发展放心消费示
范单位 2万家，放心消费示范单
位将覆盖全省。生产领域消费品
质 量 监 督 抽 查 合 格 率 稳 定 在
90％以上，主要生活性服务业消

费者调查满意度在80％以上。
根据浙江省政府的规定，诉求

通道便捷、经营者主动和解、部门
衔接联动、多方力量参与的高效化
解格局，将把消费投诉处理率保持
在 95％以上，并促进消费者调查
满意度稳步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浙江
省接受消费诉求72.3万件，同比增
长 12.24％。其中消费投诉 26.7 万
件 （含网络购物投诉 15.6 万件），
同比增长48.75％。

（据新华社）

浙江启动
“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

本报讯（记者殷聪 实习生
孙佳丽 通讯员葛荣国） 近日，
市消保委发布 2016 年宁波旅游
环境消费体验评价报告。报告显
示，去年市消保委组织的 40 余
名体验人员对我市旅游消费环境
的总体满意度为 78.1%。体验人
员普遍认为我市旅游环境整体向
好。

去年，市消保委对旅游方面
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
个环节以及旅行社、导游、餐饮
住宿、景区、购物、租车、交通
等进行了体验式调查，随机选取
了 10 条旅游线路，覆盖了宁波
大市范围内主要景点。

报告显示，去年我市加大了
旅游方面的投入，尤其是道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保证了旅行社
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者对宁
波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较高评
价。

虽然我市旅游环境整体有所提
高，但旅游服务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其中，旅游市场固定线路少，
导游素质参差不齐，部分讲解缺乏
文化内涵；部分旅行社合同签订不
够规范，公共卫生清扫不及时等方
面仍需改善。

为进一步推进宁波旅游产业
持续快速发展，打造“放心消费
在宁波”的良好旅游环境，报告
建议旅游行业企业应发挥自身优
势，注重自我约束和管理；各职
能部门应加强联动，携手规范市
场秩序。

我市旅游环境整体向好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裘梦颖） 昨天，“2017 全球房
地产金融中国峰会城市巡演”走
进宁波，业内专家就如何合理进
行全球资产配置和识别风险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活动现场，复旦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国泰君安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等分别
发表主题演讲，从宏观经济和国

家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市场
和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专家
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倒逼资本和
金融账户加速开放，有利于中国投
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和
交易，通过购买理财产品间接配置
海外资产，这其中孕育着巨大的商
机。

本次峰会由新金荟、金砖传
媒、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分院等主
办。

全球房地产金融峰会
走进宁波

祭“花神”、评
“ 花 魁 ”、捉“ 花
妖”……刚刚过去
的周末，余姚丹山
赤水景区以一场精
彩的春山花神祭活
动 ，拉 开 了“ 三 月
三，上春山”赏花游
的大幕。图为大岚
柿林古村用文艺表
演迎接四方来客。

（胡骏 张正
伟 摄）

三月三，上春山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昨天
上午，萧山来甬推介旅游，推出
的G20峰会体验馆游览线路引起
了市民的极大兴趣。

去年 9月，作为主会场所在
地，萧山接待了来自 20 个国家
的领导人、嘉宾以及 60个国家和
地区的 4000多名媒体记者，成为
名副其实的“华东会客厅”。萧山
抓住G20效应大力发展会议会展

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主题旅游
等现代城市游产品。目前，G20体验
馆已经接待游客50万人次。

萧山拥有湘湖国家旅游度假
区、东方文化园、极地海洋公园等
特色景区（点）。每年农历八月十八
前后举办的萧山国际旅游节暨中国
国际 （萧山） 钱江观潮节，更是游
客领略“回头潮”“一线潮”“冲天
潮”奇观的好时机。

“华东会客厅”来甬揽客

海南省今年将全面实施海域
资源配置市场化运作，以支持相
关产业发展用海。

据介绍，从 2015 年起，海
南在万宁、海口、文昌等市县开
展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试点，
逐步完善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运
作模式。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海
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度之后，
海南省进一步规范资源市场化出
让制度。目前，通过规划引导的

市场化竞争方式科学调控海域资源
出让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据统计，自实施海域使用权招
拍挂出让制度以来，每宗出让海域
征收的海域使用金比按照海域使用
金标准征收增加了 2 倍至 4 倍，全
省海域使用金的征收额比之前翻了
两番以上，不仅有效增加财政收
入，也使有限的海域资源趋于对社
会经济发展更为有利的使用方向。

（据新华社）

海南全面实施
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运作

宁波游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 （俞永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