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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关引领效能提升科技兴关引领效能提升 智慧海关服务贸易便利智慧海关服务贸易便利

宁波海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宁波海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助力宁波当好助力宁波当好““重要窗口重要窗口””模范生模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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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穿”集装箱、放射性检测实现智能化……听起来也许有点
“黑科技”，但智能审图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能执法设备正在逐步应用于
宁波海关监管过程。

“最深的感受就是通关速度真快！”宁波惠康国际工业有限公司周经理
感慨，在宁波海关的企业产品信息备案系统备案后，该公司的信用资质和产
品被认定为符合绿色通道条件，可以实现优先过机和智能审图，大大缩短了
查验时间，加快了货物的通关速度，降低了企业成本，实现了零等待。

这只是宁波海关持续推进“科技兴关”建设，大力提升科技工作全领
域管理能力的缩影。

近年来，宁波海关坚持科技创新理念，积极推动业务科技一体化进
程，打造了“智慧监管”等一大批宁波海关特色科技品牌，以智慧海关建
设有力引领和支撑宁波海关监管效能提升，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优化营
商环境，持续发力促外贸稳增长，全力支持宁波市“努力当好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模范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宁波海关在
推动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以

“科技兴关”为目标，将“大科技”理念
贯穿到统筹科技整体布局的全过程，充分
释放改革红利，不断夯实科技在海关改革
和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019 年 5 月，宁波海关召开推进“科
技兴关”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科
技兴关的意见和贯彻落实《2019-2021 年海
关科技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为
宁波海关科技工作明晰了目标、统一了思想、
凝聚了力量。与此同时，组建成立了宁波海关
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为科技工作领导管
理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奠定了有力基

础。
在科技工作一盘棋的指引下，宁波海

关历时一年完成了技术大中心“一体两翼
四现场”、保健中心“一中心三专业”整
体布局以及“一体化、三增强、九统一”
改革目标，有力推动了实验室技术资源
有机整合、错位发展，实现了合理配置
与 高 效 利 用 ， 打 开 了 事 业 发 展 的 新 局
面。目前宁波海关有实验室 37 个，各类
技术人员 738 名，可开展检测项目 2.8 万
项。

科技工作人才是第一资源。宁波海关
不断创新科技人才分类管理和培养模式，
完善使用和激励机制，优化人才结构，培

养业务梯队，锤炼“敢为人先、勇于探
索”的科技精神，进一步提升科技队伍的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科技队伍人才
辈出，33 人次入选省部级专家库或人才工
程，2 人任职国际组织注册专家，2 人获得
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人获得宁波市科技创
新特别奖；科研项目屡创新高，近年来主
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百余项，新增制
定国际标准 2 项、国家标准 20 项，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省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等多个奖项；科技氛围日益浓厚，宁波
海关科技月活动深入人心，现场参观科技
展 2000 余人次，“科技兴关”专栏浏览量
突破 2 万次。

统筹整体布局 实现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宁波
海关上下一心，迅速行动，全面投入到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科技战线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为疫情防控和促外贸稳增长工作全
方位提供信息化和实验室技术支撑。

迅速开发上线船舶疫情风险预警、经
停港手机查询功能，首创船舶疫情风险监
控的“火眼金睛”。宁波海关结合大数据
应用、船舶 AIS 等，将全球疫情较为严重
的国家和港口纳入风险管理，建立船舶全
球经停港口数据链，船舶疫情风险预警功
能可动态监控重点疫区入境船舶，船舶经
停港查询功能通过手机输入英文船名可直
接查询船舶近一个月内的经停港信息。

“我们对口岸入境船舶提前进行风险
分析，可以精准锁定高风险船舶，这样我
们海关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处置程
序，确保疫情早发现、早部署，防止疫情
输入。”宁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物流监控
指挥中心副科长王卉介绍。

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海
关卫生检疫区，宁波海关率先应用了全新
的“七合一”智能工作台，将核辐射监

测、红外监测、生物化学微小气候在线监
测、人脸识别、护照识别、健康申报卡识
别、自动录像七项监测手段合并成一个设
备进行，实现 4 秒内对入境人员红外测
温、证件信息、健康申明卡信息及人脸信
息的同时采集，进一步提高了卫生监测的
精准度，在给旅客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降低
了疫情传播风险。

保健中心实验室则充分发挥专业人员
知识储备和技术优势，第一时间开展培
训、研究，制定工作预案，完善检测流
程，进一步提高检测时效性和精准性，1
月 23 日起正式开展口岸送检样本的样本检
测和样本复核工作，做到样本即送即检。与
此同时，主动支援地区检测，1 月 29 日起正
式开始接收地方样本，开展协同检测，还组
建了专业志愿队伍，多次支援满洲里、沈
阳、南昌等口岸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在投身战“疫”一线的同时，宁波海
关依托科技力量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一方面，宁波海关研发了新冠肺炎疫
情境外管制措施查询及贸易救济功能，企
业和个人可使用手机或电脑实时查询各国

对我国人员进出境、货物进出口和口岸、
交通、寄递方面的管制信息，并在必要情
况下请求贸易救济，第一时间梳理汇总了
近 200 个 国 家 （地 区） 1000 余 项 管 控 措
施，并持续保持更新。

另一方面，开通绿色通道，对进出口
监管送检、企业委托的生产急需货物，采
取 7×24 小时预约制安排检测。对辖区企
业生产防疫物资开展安全质量和合规项目
加急检测，提供特需服务，周期缩短至常
规的 1/5；对进出口环节的防疫消毒产品
免费检测，对进出口环节以外的防疫物资
开通专用通道；对中小微、输美农产品等
企业主动提供对口帮扶服务，开展免费对
口技术指导；在宁波海关技术中心网站、
APP 等设置培训专栏，推出国内外主要商
品技术法规，方便企业获知要求、规避风
险；通过食品接触材料、家电、文具、原
油及危化 5 个风险监测平台，采集风险信
息，加强研判，提供技术贸易专业支持。
发挥“互联网+检测”，通过对接好服务指
向、出具好符合要求的报告、坚持好全部
减免政策，提供 360 度全方位服务。

投身科技战“疫” 全方位支撑疫情防控工作

近年来，宁波海关陆续将分布在宁波
港区各个码头的 10 台大型集装箱/车辆检
查设备，联网集中在机检审图作业平台，
采用统一的执法尺度，由一个业务部门进
行调度和指挥，有效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
的困难，按照单台设备配备标准，10 台设
备需要配备 100 余人，而在集中审图机检
查验模式下，现在仅 11 名海关关员就能完
成所有工作量。其中，9 台设备已接入智
能审图系统，该系统依托大数据和海量机
检设备典型图像数据，实现设备自动审图
功能，使其具备了“一眼看穿”集装箱的

“神功”。
宁波海关机检智能审图与人工审图相

辅相成的机检查验模式，充分发挥了机检
查验不用开箱、省时省力的优点，为进出
口贸易企业减负增速持续加力，提升机检
查验效率，海关查得快，企业少等待，降
本加速成效明显。2020 年上半年，宁波海
关共应用智能审图系统查验报关单 2.2 万余
票，集装箱 4.5 万余个，平均审图时间缩短
至每张 75 秒。

“嘀嘀嘀，二期码头放射性监测通道系
统报警，超标近 3 倍，需立即移至专用隔
离区，启动‘智能机器人’进行复查确认，同
时启动核辐射超标应急预案。”宁波海关所
属北仑海关的查验监控指挥中心接到核辐
射监测超标预警信息后作出应急处置指令，
从接到指令到处置完毕，不到 2 个小时。

这里所提及的“智能机器人”就是宁
波海关主导研发的放射性检测机器人，它
能严格按照放射性检测规程要求完成放射
性检测，能有效避免放射性物质对检测关
员的人身损伤，而且精准计算检测结果，
提高了工作效率。

“‘智能机器人’的使用是对放射性
安全监管工作的一次有效探索，在夏季，

以往要完成一个集装箱的现场检测任务，
需要两名工作人员，穿戴 20 公斤左右的防
护服，冒着露天场地上四五十度的高温工
作一个多小时，记录 300 多个数据。”海关
一线查验关员反映，“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手机对‘智能机器人’下达命令，进行读
数计算，全部实现智能化、精准化。”

在宁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物流监控指
挥中心的监控大屏上，一列装满集装箱的
火车驶入北仑二期码头海铁联运场站，停
稳以后，龙门吊开始卸箱操作。海关关员
王磊点击鼠标，选中其中一个集装箱，辅
助摄像头即刻自动对焦目标，将集装箱清
晰地显示到屏幕上，同时自动识别箱号，
调取系统数据库中该集装箱的来源地、目
的地、报关单号、所载货物情况等监管数
据。不仅如此，在全景屏幕上还可以看到
在码头泊位作业的船舶，船名、船舶类
型、全球航行轨迹等信息都以 AR 方式实
时显示。借助 5G 技术，摄像头可以在场站
内随时随地动态部署，安全智能锁、智能
卡口等物联网设备运转更快更稳定。

这就是宁波海关智慧物流“5G+AR”
全景监管模式，看得见的视频流和看不见
的数据流结合起来，在提升海关智慧监管
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港口物流的自动化
进程。

“有了 5G+AR 技术应用，我现在看着
视频，就能知道这个集装箱来自哪里，装
了什么，去往哪里，而且集装箱到了以后
可以自动触发放行，直接装船出运，不仅
严密了海关监管，又打通了海铁联运集装
箱‘最后一公里’，提高了作业效率。”海
关关员王磊表示。

今年 6 月份，宁波舟山港共完成 253 万
标准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4.6%，迎来疫情
以来的首次止跌翻红。

打造“智慧海关”
全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智慧海关”建设，不仅让宁波海关核
心技术能力持续增强，也为海关优化企业
服务、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供了有
力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消毒产品一度
供应紧缺，一些企业积极转型紧急生产消
毒剂等产品，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但由
于对检测项目、标准缺乏了解，企业生产
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宁波海关技术中
心在得知消息后，立即与生产企业取得联
系，主动宣传政策、解答疑难。实验室团
队在收到企业样品后当天立即加班加点开
展检测，第三天企业就拿到了合格证书。

“太好了，为你们如此高效的检测服务点
赞！”企业连声赞叹。

原油仓储企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受影响较重，对原油卸货时间、原油检测速
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一小时内完
成卸货的需求，检验鉴定实验室在油轮到达
之前就提前和企业进行数次沟通，制定了快
速检测方案。油轮到达后，早已等候在岸边
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上船取得代表性样品，
并快速送检，仅仅 20 分钟后企业就拿到了
检测结果，整整快了一个半小时。

除此之外，宁波海关技术中心还针对
进口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等企业较为关注的
问题，面向辖区内企业积极开展案例分
析、现场答疑，增强企业对相关技术标
准、政策要求的了解，帮助守法企业快速
通关。

为满足防疫物资检测需求，宁波海关
技术中心投入资金置备呼吸阻力测试仪、
口罩细菌过滤效率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完
成实验环境设施改造，积极扩大检测资质
覆盖面，不断提升出口防疫物资检测工作
效能。目前，宁波海关技术中心已顺利通
过国家认监委检测资质扩项，覆盖了 11 种
医疗防疫物资的 210 余项关键检测项目，
其中，医用口罩、熔喷布、防护服等 13 个
产品标准的全项目检测获得 CMA 资质认
定。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共检测防疫物
资样品 154 批次，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
有序高效出口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如今，宁波海关正全力建设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切实发挥技术服务经济发展的
支撑作用，突出需求导向，提升技术水
平，优化服务措施，实现精准帮扶，真正
做到“人民海关为人民”。

加大技术帮扶
争当“重要窗口”模范生

宁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对海铁联运货物开展监管宁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对海铁联运货物开展监管

◀◀宁波海关借助宁波海关借助
回溯船舶历史轨迹严回溯船舶历史轨迹严
防疫情输入防疫情输入

▼宁波海关技术
中心开展油品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