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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企业最看重效率
接单、打包商品、把相关信息传到海关系统、通关后将商品

送上飞机……这几日，在亚马逊、速卖通、ebay等多个境外电商
平台有业务的宁波易站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为双11
的境外购物业务忙碌。

“我们跨境电商企业最为看重的是效率。在跨境购物体验
中，心仪的商品到手时间的长短对消费者来说很重要。特别是在
双11这种爆单的节点，宁波企业能在家门口直接、快速完成商品
的通关业务，对业务绝对是一种神助攻。”宁波易站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经理赵大勇告诉记者，因为方便而且有不少政策支持，
公司还将原来从杭州口岸出关的商品，全部转回到了宁波。

此外，他认为宁波地区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发达，双11无疑是
一个向外输出国货和“宁波制造”概念的最好节点。“例如我们经营
的服饰、日用品、数码用品、小家电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本地企业
制造的。双11的促销也必定会增加本地商品的海外销量，宁波口
岸出口业务对于‘品牌出海’来说肯定有很大的协助作用。”

宁波口岸助阵双11
据宁波机场海关统计，自今年7月，宁波空港口岸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业务正式运行以来，截至10月31日，共有103.7万单的
商品从宁波口岸出发，货值2109.6万元人民币。在今年双11前
后的一周时间里，每天约有10万单商品通过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业务，送到境外消费者手中。

“尽管相对于进口业务来说，这一数量并不算大，但它背后
的意义却是里程碑式的。”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长久以来宁波跨境电商主要开展的都是进口业务，出口业务的
拓展，不仅为宁波跨境电商开启了“双通道”，更刺激了他们在业
务上的新探索。

据悉，目前宁波口岸跨境出口业务的目的地包括英国、德
国、比利时、荷兰等，主要商品有服装、手机配件、手工工具、宠物
用品等。近日，机场海关还开通了“宁波-萧山”跨境出口转关业
务。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最大化整合航空物流资源。同
时机场海关也在企业备案、政策解读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业务
指导，帮助企业打通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各个流程，并给予企业相
关政策优惠，以助阵跨境电商迎战海外双11大战。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业务开通，电商出口提速

今年双11，甬企做“跨国生意”更方便

双 11 是国内消费者的购物狂欢。但随着跨境电商业
务的日益拓展，如今电商消费的区域界限已经被打破。前
不久，宁波空港口岸正式开通了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业务。
这意味着在今年的双 11 期间，不仅宁波消费者尽情购买
境外商品，外国消费者购买宁波跨境电商的产品也更加
方便快捷。 □记者 黎莉 通讯员 洪洋

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出境商品做检查对出境商品做检查。。 通讯员通讯员 供图供图

本报讯（记者 严瑾 通讯员 费建
明 钱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于上海隆重举办之际，同处长三角的
宁波，如何承接它的溢出效应？11月8
日，宁波举办了一场“宁波·印尼经贸论
坛”，邀请印尼经贸代表考察宁波、发现
宁波、牵手宁波，共吸引了250家来自
宁波和印尼的企业参与。

现场，印尼旅游与创新经济部副司
长阿斯特丽德女士作了关于印尼本土
零售业发展情况及印尼品牌产品出口
中 国 的 主 题 演 讲 ，印 尼 OT 集 团
（Orang Tua）业务发展区域总监芬尼
女士，则分享了印尼本土品牌产品在中
国的销售现状及未来预期。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宁波，也是我
们第一次走出印尼的国门！中国的市场
广阔，我们想寻求一些合作的机会。”

宁波·印尼经贸论坛的会场门前，
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印尼食品：咖啡、糖
果、饼干……一见记者，印尼的PALA-
WA食品公司的经理Raghif，热情地

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带有红酒香气的咖
啡豆，并表达了想用这些“明星产品”拓
市中国的信心。

被称为“千岛之国”之一的印度尼
西亚，凭借全球人口第四大国的红利，
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耀眼的
新星。得益于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启动的商机，中国同印尼的贸易往
来不断深入。2018年，印尼在宁波主要
贸易伙伴中位列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
的第六位，年进出口额为23.3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2.5%。乘着政策的东风，越
来越多的甬企在印尼发现了商机。

“煤炭是我司近年来与印尼贸易往
来的主要品种之一，至今已累计进口近
3000万美元。同时，我们还向印尼出口
机械设备，主要是冶炼机械和瓦楞纸设
备。经过长期考察和综合评估，我们有
意向在印尼设立分公司，采取工贸结合
的形式，在当地设立展厅，也是我们拓
市的一种探索。”宁波华茂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顾蔚军说。

本报讯（记者 王心怡）推动企业智
能化改造，成为宁波经济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的重要抓手，其中，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是重中之重。近日，经企业申报、各
地推荐、专家评审，拟认定杭州海康威视
电子有限公司“智能视频终端离散型智能
工厂”等114个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
工厂，其中有13家甬企。

它们分别是：雅戈尔服装制造有限
公司的“年产13万套高端定制西服智
能工厂”、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的“年
产1500吨高档羊绒纱线智能工厂”、宁
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材料智能工厂”、万华化
学（宁波）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海天
塑机集团有限公司的“关键功能部件数
字化车间”、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的

“洗衣机数字化车间”、爱柯迪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产2100万件汽车铝合金
压铸件生产线”、宁波德昌电机制造有
限公司的“年产180万台EPS电机数字
化车间”、浙江佳贝思绿色能源有限公
司的“年产10亿Wh新型锂电池生产
线”、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的“碱
性电池智能化车间”、宁波中意液压马

达有限公司的“年产40万台液压马达
数字化车间”、延锋安道拓（宁波）座椅
有限公司的“年产60万辆份汽车座椅
数字化车间”、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产500MW太阳能光伏组
件生产线”。

据介绍，数字化车间是以生产对象
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
术、自动化、测控技术等为手段，用数
据连接车间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
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化。智能工
厂则是通过系统集成、数据互通、人机
交互、柔性制造和信息分析优化等手
段，实现对多个数字化车间的统一管理
与协调生产，同时对车间的各类生产数
据进行采集、分析与决策，并将信息再
次传送到数字化车间，实现车间精准、
柔性、高效、节能生产。

记者了解到，日前，浙江出台了《浙
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实施方
案（2019 年-2022 年）》（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加快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提升发展质效，推动全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曹小琴 梅儒秋）双11在即，
宁波保税区市场监管分局近期推出多项举措，推进网络商品交
易市场监管，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全力护航跨境
电商企业双11期间平稳运行。

为进一步确保消费者权益，保税区市场监管分局结合消费
体验和消费投诉举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宁波保税区关于
加强跨境电商O2O线下自提店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指引》。该
《指引》从主体资质、经营场所、商品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业务规
范、广告宣传、服务品质、纠纷调处等9个方面，对跨境线下自提店
日常经营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规范。通过明确“九大”指引细则，促进
宁波保税区跨境电商O2O线下自提店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地保
护消费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宁波保税区放心消费示
范高地建设。同时，继续落实放心商店（网店）、7天无理由退货承
诺等；加强对“放心消费维权工作站”的工作指导，健全相关工作制
度，完善工作流程，为消费者提供“零距离”争议解决途径。

保税区多重举措保驾双11
●相关新闻

宁波有商机，欢迎来看看！
进博会期间，宁波·印尼经贸论坛在甬举办

2019浙江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拟认定名单公布

13家甬企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