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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
快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
消费⋯⋯近日，省商务厅、省发改
委、省经信厅等十六部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
车消费的通知》，从六个方面推进
汽车消费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消费。

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包
括促进新能源汽车跨区域自由流
通、丰富新能源汽车产品供给、积
极支持充电设施建设三方面内容。

《通知》 提出，要加强汽车领域反
垄断监管执法，全面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开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专项行动，集中清理含有地
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政策措施和做
法，维护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结
合未来社区和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
作，加快推动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改
造建设；加强高速服务区和国省道
沿线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高
速公路快充网络有效覆盖。

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一是支
持二手车经销业务，对从事新车销
售和二手车销售的企业，经营范围
统一登记为“汽车销售”。10 月 1
日起，对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从自
然人处购进二手车的，允许企业反
向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凭此
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二是完善二手
车发票管理。三是促进二手车商品
化流通。四是便利二手车转让登
记。10 月 1 日起已备案汽车销售企
业申请办理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转移
登记时，公安机关实行单独签注管
理，核发临时号牌。汽车销售企业

购入并用于销售的二手车不占用号
牌指标。

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加快老旧
车辆淘汰更新，鼓励有条件的城市
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研究制定
新一轮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助
政策，引导鼓励地市提前淘汰国四
及以下老旧营运柴油货车。完善报
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体系，依据机动
车保有量，编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行业产能发展规划。加大对报废
机动车回收企业建设用地支持力
度。

推动汽车平行进口持续健康发
展。允许企业对进口车型持续符合
国六排放标准作出承诺，在环保信
息公开环节，延续执行对平行进口
汽车车载诊断系统 （OBD） 试验
和数据信息的有关政策要求。协助
平行进口汽车企业落实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为平行进口汽
车企业在强制性产品认证和信息公
开方面提供服务。

发展汽车文化旅游消费。支持
汽车运动赛事、汽车自驾运营地等
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对自驾车旅居
车营地的特定功能区，使用未利用
地的，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固化
地面的前提下，可按原地类管理。
积极筹备举办长三角汽摩运动大会
系列赛。

此外，要丰富汽车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优化汽车消费金融产
品和服务，加大对汽车消费信贷支
持力度。鼓励保险机构优化新能源
汽车保险业务。鼓励金融租赁公司
加强与汽车厂商合作，大力发展厂商
租赁业务，通过厂商租赁业务模式为
汽车消费者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省商务厅等十六部门下发通知

支持新能源车消费
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1 月至 8 月，浙江进出口总值
达 3.12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对全国进出口、出口增长
贡献率分别为 19.7%和 21.2%，均
居全国首位；同期，北京地区进出
口增长 18.3%，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8.2 个 百 分 点 ； 山 东 进 出 口 增 长
18.2%，高于全国整体增速 8.1 个百
分点⋯⋯陆续出炉的地方外贸数据
显示，外贸大省为我国外贸持续稳
定增长提供了重要动能。

外商进不来，市场就“开”到客
户家门口，货单推送到用户手机上。
最近，义乌商城集团联合一家供应
链企业的西班牙海外站平台，新增
3500 余家当地采购商，并通过线上
撮合交易场景发起询单，采购商品。

在传统外贸克服疫情影响逆势
增长的同时，高新技术产品也在加
快突破。前 8 个月，浙江专精特新

“ 小 巨 人 ” 企 业 出 口 增 长 45.3% ，
高出整体出口 23.7 个百分点。多重
因素带动下，浙江进出口实现快速
增长，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
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和第六位。

上海、江苏、安徽等长三角地区
三省一市的外贸都在逐步恢复。海
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
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前 8个月进出口增
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 1.5 个百分点，
为稳住外贸大盘提供了强劲动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
放研究院教授庄芮表示，几个进出
口大省市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疫情
冲击，还能在高基数大体量基础上
实现较快增长，难能可贵，表明我国
外贸大省基础较好、具备增长韧性。

专家同时指出，这些外贸大省
市的顶梁柱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释
放。据海关统计，前 8 个月，广
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山
东、福建等 7 个省市进出口总值均
超 过 万 亿 元 ， 合 计 进 出 口 总 值
20.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低
于同期全国 10.1%的增速。

9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的举
措，提出压实外贸外资大省责任，
更好发挥挑大梁作用，有关部门要
加强协调和服务。近期召开的商务
部例行发布会透露，下一步，商务
部将持续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行
动，指导企业巩固传统市场、开拓
新兴市场。

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推出相关举
措。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纷纷从
加强出境参展、商洽等服务保障，
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推动 RCEP
红利释放等方面推出举措。

专家分析，综合施策下，外贸
大省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并为全
国外贸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动能。

（据《经济参考报》）

外贸大省挑大梁
多举措激发外贸潜力

天一广场车展现场天一广场车展现场。。（（市商务局供图市商务局供图））

9月 21日，宁波在全国率先开通的赴欧洲拓市场稳订单商务包机第二批第二趟出发，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图为一家外贸企业打出了“百团大战
百团出访”横幅。（市商务局供图）

搭乘商务包机的外贸人在办理
登机手续。（孙家怡 摄）

9 月 20 日，全市重点外贸企
业座谈会现场。坐在第一排的发
言席，两边都是年进出口额数十
亿和数百亿元的业界大佬，宁波
沛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袁
琳有些恍惚：工作十来年，这还
是她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

“其实，在得知政府包机之
前，我们已经‘蠢蠢欲动’。”袁
琳坦言。作为小微企业代表，她
最醒目的“标签”，是搭乘了全
国首趟涉外商务往返包机，并在
短短 12 天里，拿到了以往全年
订单量的近三分之一。企业的命
运，与这座城市的决策发生了直
接联系。

时光倒推 100 多天。今年 6
月，客户的一封邮件让她的神经
瞬间紧张起来，客人通知需要到

指定的印度供应商去采购主标。主
标作为服装中一个很小的辅料，虽
然价值不高，但这是客人品牌的标
识。袁琳根据经验判断，对方很可
能正在为转移订单做准备。彼时，
下半年外贸服装订货季刚刚结束，
另一个合作了近十年的核心客户突
然将订单款式从往年近 20 款锐减
到 4 款。两相佐证，她忧心忡忡，

“客户是不是要把我们公司从供应
商名录里删除了？”6 月 20 日，在
看到政府包机消息的瞬间，她第一
时间报了名。

好的公共政策不可能成于一夜
之间，“无缝衔接”的背后是下情
上达，多方努力以及协同攻坚。根
据市商务局对全市年进出口额超千
万美元的 1982 家企业监测中，截
至今年 6 月，在手出口订单同比下

降的企业占比超四成，稳订单成为
外贸最迫切的需求。

于是，6 月 13 日，就在袁琳报
名的前一周，宁波抽调商务、公
安、出入境、财政、外事、卫健、
交通、机场、东航、文旅等部门及
单位的骨干力量，成立涉外商务人
员出境专班。各方通力协作，经历
航点、航线、航班和护照、签证、
邀请函等诸多坎坷，终于在 7 月 10
日发出全国首趟包机，历时 27 天。

这 27 天，也成为宁波外贸军
团“拓市场、稳订单、提信心”的
最有力见证。

“这次拜访中，我真的很感谢
政府包机这场‘及时雨’，让我重
新抓住了这个‘老客户’！”思绪拉
回，袁琳记忆犹新，“最让我激动
的是，临行前，客户的这句问话：

‘Are you on boat？’（我们在
一条船上了吗？），然后，我目光坚
定地回答‘Yes！’。期待与这个客
户的下一个十年！”

包机出行展现“同舟共济”

当商务包机渐趋常态化——

看宁波开放的“超常”“平常”“如常”

记者 单玉紫枫

商务包机开到了第
四趟，看似熟悉的节奏
里，也有些微妙的变
化。

比如，在7月10日
宁波发出的全国首趟涉
外商务往返包机中，一
家公司顶多派出两个业
务员。到了9月21日的
第四趟包机，结伴而行
的“小团体”明显多了
起来，有 11 家企业超
过 4 人 报 名 。“ 常 态
化”成为宁波包机的大
趋势。

其中，宁波外贸十
强企业凯越集团派出了
10 人的超大阵容，分
赴德国、西班牙、比利
时等国拜访客户，以及
参加科隆五金展、法兰
克福照明展等，顺带捧
红了一个词——“百团
大战”，即以搭乘包机
为契机，凯越打算派一
百个代表团出访一百个
国家、一千座城市，以
求进一步稳住订单、开
拓市场。

从 全 国 首 架 “ 超
常”突围，到“百团大
战”全面响应，宁波包
机的首创首发效应在持
续地向外延展。当外界
从最初的观望，变为对
一个城市的信赖，宁波
外贸正期待更多的“如
常”。

11 万瓶红酒，宁波拿下！
当地时间 9 月 4 日，“开放的

巴尔干葡萄酒愿景博览会”在塞
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落下帷
幕。宁波包机团成员、祥淼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晓成了展会的
大买家。

在塞尔维亚农业部长布拉尼
斯拉夫·内迪莫维奇和中国驻塞
尔维亚大使陈波的共同见证下，
郭晓与两家塞尔维亚酒厂签署了
中国的独家代理权，计划进口
11 万瓶塞尔维亚葡萄酒，价值
80 万欧元。

其实在宁波，祥淼有个更为
人熟知的名字——中东欧之家，
总部就设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截至目前，企业已在杭州、武
汉、福州等 50 个城市布局“中
东欧之家”专卖店，专门销售中
东欧国家的知名优质产品。另

外，还推出了 SerbianStore 电子商
务平台，其中中东欧酒类销售占到
了一半以上。

“国内统一大市场背景下，销
售渠道越来越畅通。作为进口商，
我们上门补货的需求也就更加迫
切。”郭晓透露，企业计划于今年
11 月初在塞尔维亚推广一个全新
的平台，以便更好地帮助当地葡萄
酒在中国市场销售。

所谓外贸，从来不仅仅包含出
口。对于广大的中东欧生产商来说，
中国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是趋之
若鹜之地。对中国消费者来说，由

“首选之地”宁波引进的中东欧好
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正因如此，前后两批共计四趟
宁波包机所承载的，不仅有稳订
单、拓市场的当务之急，更有着扩
大进口、勇担使命的“双向奔赴”。

9 月 16 日，宁波在云闪付平台

推出了新一轮“嗨购中东欧”消费
券。不出意料，推介的海量中东欧
商品中，由宁波联邦昌运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进口的匈牙利牛肉，是不
容忽视的存在。

此前，在首批包机团中，联
邦 昌 运 是 唯 一 的 进 口 企 业 ， 7 月
13 日，宁波包机团在匈牙利举行
中东欧农产品供采对接会，联邦
昌运签下 5 年进口 2 亿美元的牛肉
订单；7 月 18 日，公司又与拉脱
维亚的牛羊肉工厂签订了 5 年约 1
亿美元采购量的订单⋯⋯“买买
买”，不亦乐乎。

联邦昌运的“底气”，来自宁
波与中东欧紧密的经贸互动。作为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举办
地，多年来，宁波以打造中东欧商
品进入中国“首选之地”的自觉，
串起了一条中东欧经贸往来的“黄
金甬道”。

正如在宁波随处可见的中东欧
商品，潜移默化间，不仅培养着宁
波的中东欧“买手”，也践行着这
座城市的“国家使命”。

“双向奔赴”旨在做大进口

“我们乐意竞争。”
德国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第

七届“中国日”会场，第二批包
机成员、市商务局代表团工作人
员一边说，一边搬上从宁波带来
的易拉宝，宣布 4000 平方米的
宁波出口商品 （德国） 展销中心
正式在柏林“落户”！

在这场由德国中国商会、德
国工业联合会及德国工商大会联
合举办的“中德建交 50 周年工
商界庆典”之“中国日”活动
上，宁波成为重要元素——中国
宁波出口商品 （德国） 展销中心
举行启动仪式，这也标志着宁波
在德国留下了一个“永不闭幕”
的展会。

展销中心由中德双方企业，
即宁波胜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与

德国 sentisina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打
造，通过展示销售宁波出口商品，
进一步帮助甬企开拓德国乃至整个
欧洲市场。

“政府包机出行，初衷是帮助
企业会见客户，参加国际展会，进
而拿到订单。”市商务局局长张延
指出，然而，短短几天的包机行
程，对于渴望持续稳订单、拓市场
的外贸人来说远远不够。展会结束
后，企业还有哪些展示渠道？针对
意向客户如何增加黏性？参展效果
如何才能最大化？对此，政府一直
在思考。

“留下一个‘永不闭幕’的展
会，展销宁波出口商品，实现‘代
参展’，就是解法之一。”张延表
示，未来还可以将常年展厅与我市
企业在德国设立海外仓相结合，以

前展后仓模式，在更大程度上解决
客户开拓海外市场的后顾之忧，使

“包机追展”的成果进一步延伸和
巩固。

在第二批包机团中，来自宁波
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历时 22 天，
行程覆盖中东欧 11 个国家，拜访
中国驻 11 国使馆及经商参处；抵
达 28 个城市，与 7 个城市市长、36
家商协会及机构开展交流对接；实
地考察 39 家企业，与 200 余家企业
座谈并推介中东欧博览会；与保加
利亚中小企业署联合，首次在境外
举办中东欧博览会路演活动，签署
15 份招展合作协议，预计 220 余家
企业参加第三届中东欧博览会⋯⋯

努力稳订单，拓市场、提振信
心，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也不是一个简单立竿见影的过程。
但在当下，宁波外贸人正抓住一切
机会，释放积极信号，传递正向信
息，努力积小胜为大胜，并为今后
长时期的前行突破打下基础。

留下“永不闭幕”的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