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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始于“小额外
贸”，脱胎于电子商务，相对于传
统对外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能深化
国际分工合作、减少中间环节、优
化全球资源配置。2012 年宁波成
为当时全国 5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试点城市之一，随着跨境电商行业
的深入发展，急需与之配套的金融
服务支持，因此，金融支持应与时
俱进，适应跨境电子商务与金融服
务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

支持跨境电商服务平台金融创
新。一是完善与发展“跨境购”和

“保税通”两大综合服务平台；二
是将跨境电商由过去单一的信息服
务平台转向涵盖交易结算、在线物
流、在线支付、信用评价和纠纷处
理等综合性交易平台；三是通过中
国(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构建保税备货模式，使跨境电
商可用人民币提前集中采购海外商
品；四是依托梅山保税物流园区，
借鉴电商平台天猫商城、自营B2C
平台京东商城的银货通在线模式，
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物流金融平
台。

支持在线支付金融服务发展。
一是探索建立面向中小微型企业线
上、线下的多层次投融资服务体
系；二是建立具有宁波特色的第三
方支付平台；三是支持第三方支付
机构与金融机构共同搭建安全、高
效的在线支付平台，鼓励电商机构
自建和完善线上金融服务体系；四
是不断创新贸易结算的新途径，建
立集支付、清算、物流、仓储、贸
易和技术为一体的无边界的“线上
自贸区”，加速支付企业向海外挺
进的步伐。

支持发展跨境电商融资担保业
务。一是进行网络诚信体系建设，
通过设立电商征信机构，形成互为
补充、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征信
市场格局；二是实现电商征信信息
的有偿共享与最大化使用，为金融
机构发放贷款提供有效的征信服
务，最大限度满足电商小微企业的
融资需求；三是搭建跨境电商的融
资平台，将金融机构业务融入跨境
电商的产业链条，使电商信贷服务
延伸到整个产业链，打通上下游产
业。

支持为跨境电商提供个性化融
资方案。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增加财
政投入支持发展在线供应链金融，
对在线供应链金融的技术、法规、
商业模式、客户习惯等方面进行规
范化和制度化；二是鼓励符合条件
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机构和互
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
司，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
位竞争、互补发展。三是加大自有
风控能力建设，逐步涉足项目风控
审核的核心环节，在P2P平台上通
过物权抵押的方法提供融资方案；
四是加大力度引导、鼓励风险投资
和天使投资对跨境电商的投融资，
使资本市场成为电商长期融资的直
接金融市场，提高融资效率。

支持跨境电商发展信用融资。
一是借鉴阿里小贷的“封闭流程+
大数据”模式，利用现有宁波中小
微企业网上融资平台、宁波市外经
贸企业网上融资平台的信息与数
据，凭借电子化系统对贷款人的信
用状况进行核定，发放无抵押的信
用贷款及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与银
行的信贷形成互补，形成独特的信
用贸易融资模式。二是延伸电商服
务全产业链，引进集聚一批平台服
务、支付服务、金融服务等相关企
业，构建区域性电子商务产业生态
群。三是引进和培育包括股权众
筹、P2P 网贷、第三方支付、个人消
费金融、征信咨询服务、融资租赁等
相关企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大数据
金融服务中心。

（作者分别系浙江万里学院商
学院教授、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
调研员）

宁波跨境电商如何

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

日前，宁波镇海物流枢纽港举
行招商推介会，德邦、中通等物流
巨头纷纷落户镇海。

依托港口和区位优势，近年
来，镇海物流枢纽港从交通运输起
步，集输运网络与大宗商品、金融
信息于一体，基本建成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贸易港”、海陆联运集疏
运网络“物流港”、金融和信息支
撑系统“智慧港”三大服务体系，
形成以钢材、粮食、液化品、煤
炭、木材等生产资料专业市场为主
体的特色市场体系。

十年专业化交易
做成8000亿“大买卖”

日前，宁波浙金嘉贝钢材有限
公司一批 3万吨的钢材抵达宁波镇
海港区，接货员验收后直接运往位
于物流枢纽港区域的仓库，按照客
户订单需求直接进行分拣切割操
作，随后通过洪镇铁路支线运出。

浙金嘉贝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算
了笔经济账：比起以前货品先从码
头运至离港口较远的老仓库，现在
的物流运输成本可以节省一半以
上。

这是镇海物流枢纽港专业化交
易市场里的一个生动案例。成立十
年来，物流枢纽港园区内的大宗商
品交易额超过 8000 亿元。以生产
资料交易中心为龙头，园区集聚了
煤炭、钢材、液体化工等各类专业
市场以及汇金大通、新贸通等多个
电子交易平台，现货交易与网络交
易共生共荣。截至目前，落户交易
平台的企业达到 1600 家，线上线
下年度交易额双双突破千亿元。

看得见的实体市场背后，还有
一个更为庞大的“隐形市场”。目
前国储八三七处、宁波港九龙仓及
宁远化工仓储等已开展铜、铝、
锌、PTA、PVC 等十一类商品的
期货交割业务，大力推动大宗商品
物流及贸易发展，区域总体税收预
计 可 突 破 4 亿 元 ， 年 平 均 增 长
30%。

软硬件持续升级
引来多家行业巨头

在宁波舟山港镇海港区，铁路
洪镇支线贯穿整个区域。以“物
流”为核心，园区率先大力推进集
疏运网络建设。同时，改造建设了
一批区域道路交通和供电、通讯、
给排水等项目，初步实现了煤车、
危运车辆专线运行。物流枢纽港还
不断提升海港区域的基建，目前总
靠泊能力38.8万吨，货物吞吐量增
加近一倍，约5000万吨。

物资的大进大出，与之配套的
是创新性的“大仓储”理念。物流
枢纽港打破“前店后库”式传统物
流企业运营模式，既为园区中小企
业提供公共仓储服务，又形成了商
品期货交割库集群。

“镇海物流枢纽港上联港口，
下通产业，作为海上丝路的‘起碇
港’，将凭借‘一带一路’建设的
东风抢占发展机遇。”天地汇集团
首席运营官兰力说。这家致力于打
造 O2O 线上线下联动的中国第四
方公路物流平台的企业日前与镇海
物流枢纽港签约，将在园区建设天
地汇浙东公路港项目，建成浙东物
流分拨及交易中心、城市仓储配送
中心、生活商务配套中心，提供

“云物流”和“云数据”服务，吸
引物流、供应链、商贸类企业入
驻。

此外，德邦物流浙江供应链中
心项目和中通物流总部基地运派

（浙江） 物流枢纽中心项目也纷纷
签约镇海物流枢纽港。“这里具有
很好的区位优势，地面承重、层高
设置等也满足我们建设高标仓库的
要求，这次签约的只是一期项目，
二期项目也有签约意向。”德邦物
流供应链事业部总裁崔中华介绍。

眼下，物流枢纽港正积极完善
信息服务建设，公共信息平台已上
线试运行，可实现供需挂牌、自动
撮合匹配、精准推送、物流自动配
载等多项功能。园区还同步启动了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新贸通、汇金
大通等电子交易平台陆续建成并投
入运营，为大宗商品交易线上线下
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做专保税物流
打造液化品国际分拨中心

经过 20天的航行，“法昂”货
轮近日靠泊宁波舟山港镇海港区，
来自伊朗的 1万吨甲醇卸入港区化
工储罐后，通过十余公里长的管
道，直接输送到宁波富德能源有限
公司的生产加工装置内。

2016 年 12 月 26 日，历经 7 年
申报与建设的宁波镇海保税物流中
心 （B型） 正式封关运行，具备开
展液化品的保税仓储、贸易、物流
等功能，中心建设总面积达 435
亩，建成储罐总容积 21.44 万立方
米。2017 年初，宁波瑞福特气体
储运有限公司注册成为首家中心 I
区内企业，目前已完成乙烯进出仓
超6万吨，进出口货值逾5亿元。

宁波瑞福特气体储运有限公司
总经理殷建华说，目前保税物流中
心经营的品种进出储罐均通过管道
运输，实现封闭式输送。同时，镇
海保税物流中心海关信息化辅助管

理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联网，保障
了中心内的作业安全与货物安全。
此外，保税物流中心的一些创新政
策，也让企业在享受退税政策的同
时，可实现货物的集结，大大降低
物流成本。

镇海物流枢纽港还利用产业优
势独辟蹊径，做专保税物流产业，
建立保税物流中心，加快打造液化
品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园区将推进
出口复进口“一日游”及保税业
务，衔接海关、国检等部门完善运
作流程，确保业务全过程的无缝衔
接。同时加大招商推介力度，加快

化工贸易、仓储及物流产业集聚，
形成以液化品码头、储罐为支撑，
各类化工生产贸易企业为主体，液
化品交易平台为纽带的现代化保税
物流中心格局。

“十年前建设之初就取名‘枢
纽港’，很有前瞻性。”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认为，镇
海物流枢纽港从“物流”起步，已
发展到大宗商品交易、保税物流、
城市物流等综合性功能，下一步应
借助国际化思维、现代供应链思维
和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打造园区的

“枢纽”功能。

本报记者 冯瑄

刚刚结束的宁波 （广东） 投资
合作洽谈会上，广东省宁波商会新
任会长宋祖益被授予任职书。他表
示，商会将主动作为，顺势而为，

抓住机遇，为宁波广州两地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

广东省宁波商会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目前在广东的宁波
企业超过 2000 家，涉及行业既包
括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芯片设计、

网络科技、导航技术、汽车电子等
高新科技产业，也包括灯饰、精密
模具、机电设备等自主品牌产业，
还包括土建工程、消防工程、商业
地产等基建产业。“羊城的宁波企
业的产品远销欧洲、南美洲、非
洲、东南亚等世界各地。”宋祖益
介绍，在广州的宁波企业年总产值
达 750 亿元，总资产超过 1000 亿
元。

“商会不是老乡联谊会，商会
的 职 责 是 做 好 服 务 ， 为 家 乡 谋
福。”宋祖益的话语表达着拳拳之
心。作为新任会长，宋祖益介绍了
商会新的工作思路。首当其冲就是
建设一个团队，依据“‘宁波帮’
帮宁波”的原则，以整合资源、广
交朋友、开放办会、创新工作的思
路，把优秀宁波企业和关心关注宁

波及帮助宁波企业的精英吸纳到广
东省宁波商会里来，把广东省宁波
商会建设成为一个团结务实的精英
团队，更好地反哺家乡。

保持开放态度之余，广东省宁
波商会还将不断修炼“内功”，为
会员企业提供专利申请、专利转
让、法律咨询、车辆保险、车辆维
修、税务、工商、金融等 12 项服务。
与此同时，广东省宁波商会还筹划
建立企业联合体，鼓励会员企业主
动抱团，培养或推动优秀企业上市。

“‘宁波帮’帮宁波。商会将致力于整
合零散资源，延伸企业的关系网，
通过量变引发质变。”宋祖益说。

在商会的牵线搭桥下，此次宁
波 （广州） 投资合作洽谈会签约的
4个项目中，有两个项目投资方来
自广州，两个来自香港。“宁波市

的各级政府服务非常务实、周到，
仅用了三四个月，项目就在杭州湾
新区落地，这是我想不到的。”广
州吉中汽车项目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积宗说。他所投资的汽车座椅
套项目可以更好地为大众、吉利
就近做好配套服务，该项目投产后
年产量将达到 100万套，产值达到
10亿元。

“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机
遇，更好地帮助羊城甬企发展壮
大，也是商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宋祖益说。为加强和规范商会工
作，广东省宁波商会将成立会员
部、联络部、维权部、融资部、发
展部等五个工作部门，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核心竞争
力，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服务广
东、宁波两地经济建设。

广东省宁波商会会长宋祖益：

“宁波帮”帮宁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 燕 赵会营 王莞乔

从物流港到枢纽港

镇海蓝色动力激发“蝴蝶效应”
依托港口和区位

优势，近年来，镇海
物流枢纽港从交通运
输起步，集输运网络
与大宗商品、金融信
息于一体，基本建成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贸易港”、海陆联运
集疏运网络“物流
港”、金融和信息支
撑系统“智慧港”三
大服务体系，形成以
钢材、粮食、液化
品、煤炭、木材等生
产资料专业市场为主
体的特色市场体系。

行思录

会长说

镇海物流枢纽港与德邦镇海物流枢纽港与德邦、、中通等物流巨头签约中通等物流巨头签约。。（（张燕张燕 摄摄））

物流枢纽港的货物通过镇海港区便捷运输出海物流枢纽港的货物通过镇海港区便捷运输出海。。（（张燕张燕 赵会营赵会营 摄摄））

新任会长宋祖益被授予任职书新任会长宋祖益被授予任职书。。（（冯瑄冯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