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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形势复杂严

峻，但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

期，外贸稳定发展仍然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一方

面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加大，但仍将延续缓慢

复苏态势；另一方面国内主动扩大开放，稳外贸

政策效应显现、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活力增强等

都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今天开幕的第29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以下简称“华交会”），在国家商务部的关

心和指导下，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南京市、宁波市

等九个主办省市及其他兄弟省市的共同努力下，

应对外贸新形势采取新举措，共组织4000多家企

业参展，设立五大专业主题展，即：服装服饰

展、纺织面料展、家庭用品展、装饰礼品展、现

代生活方式系列展，总规模为12.65万平方米（较

上届展览面积增加2900平方米），总展位数共计

5868个。

本届华交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精心培育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扶持外贸品牌建设，

努力为外贸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创造条件。

优化营商环境，帮参展企业找买家

    本届华交会进一步强化了招商力度，向客

商发送电子邮件达160万封，邮寄纸质请柬

20000份及贵宾邀请函5000份；对华交会现场

的买家卖家“一对一”对接会进行升级，在上

届华交会举办的“欧美买家”“纺织服装”和

“日本买家”3场现场对接会基础上，本届再新

增1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买家”专场对接会；

银行、出口信用保险、产品质量检验、(下转第十版)

在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出口企业

唯有永远保持“新”状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华交会参展企业对此深有体

会，并将自身发展的新亮点呈现在本届展会的

舞台上，他们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材料，既是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贺

礼，也让我们从中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制造”

奋力闯世界的无穷内力。         (下转第十版)

第29届华交会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详见第二版）

积极参与16+1，中东欧市场成为宁波外贸新增长点

（详见第八版）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杭州海外自办展成利器

（详见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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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 ————

智能晾衣机实现最高效晾衣

江苏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晾

衣机集智能无线操控、遇阻刹车、光控照明等8大功

能于一体，为现代家庭提供了自动化晾衣的解决方

案。它在晴天会根据太阳光线自动调节升降高度，

保证衣物日照时间多晒3小时；阴雨天时1分钟内自

动开启风干功能，2小时烘干关闭，让晾衣省时省力

更省心。

小小地垫也有“黑科技”加持

地垫，在很多人眼里是可有可无的家居用品，

但如果“黑科技”加持下的小小地垫可以帮助你保

持浴室干燥。浙江大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超纤螺

旋防滑浴室垫采用新技术使绒头成螺旋状迅速吸

水，比一般超纤产品吸水率提高30%，能够高效保

持浴室的干燥。

“三只旅行小猪”成网红

杭州久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打造IP产品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其与旅日

设计师联合设计推出的IP产品——三只旅行小猪已

在中日两国注册，三个角色文文、馋馋和闹闹分别

有不同的性格设定，体现了现代年轻人爱生活爱旅

游喜欢中日文化，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心理，一经面

市就产生了网红效应。

让蔬菜保持高颜值的切菜器

双马塑业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拉绳式蔬果处理

器和手摇式多功能切菜器能在高效处理食材的同

时，让食材保持高颜值。其中，手摇式多功能切菜

器可以刨丝、刨片，更“神奇”的是，切出来是连续

的丝，连续的片。其产品具有“新、奇、快”三个特

点，操作简单方便，采用全新食品级材料。

———— 新技术 ————

“转化”废塑料摇身变成艺术品

把工业废料变成艺术品，这不是魔术或者幻

想，而是山东一家企业十多年前就开始做的实事。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可再生PS泡

沫塑料进行高效回收，优质再生，每年“转化”废

塑料达6万吨，加工成的艺术相框、画框等产品，与

Zara Home、沃尔玛等国际知名厂商有密切的合作。

既耐低温又具耐油性的橡胶手套

橡胶手套根据用料不同分为两种：天然橡胶手

套和合成橡胶手套。天然橡胶手套耐低温性能好但

耐油性差，合成橡胶手套耐油性好但耐低温性

差。上海世目进出口有限公司攻克了在冬天气温

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能满足低温、油污环境下

（如野外修车等）进行的生产作业使用的橡胶手

套的行业难题。

从玉米中提炼的更具亲肤性、透气性纤维

山东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聚乳酸膨

化纤维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喜获2018年度

山东省循环经济十大科技成果奖。去年，该公司与

安徽丰原集团合作开发的生物基聚乳酸纤维试纺成

功，比较石油加工的纤维，这种生物基聚乳酸纤维

具有亲肤性、透气性，还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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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Jiaxin Silk Corp.,Ltd.

· Booth No：E2D37-38，E2E35-36 

· Tel：82370212

· E-mail：yuezhu@jxsilk.cn

· Website：http://www.jxsilk.cn/

· Function：In terms of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the company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work of "machine replacement" and "two-integration".

Zhejiang Yinmao Import & Export Co., Ltd.

· Booth No：E3C05-06,W2D39-40

· Tel：13625860189

· E-mail：xiaozi_0616@jxyinmao.com

· Website：www.zjyinmao.com

· Function：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country'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at our 

company also has new ideas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go out" strategy 

that we really started to implement many ideas that were originally only at the level of ideas.

ZHEJIANG SKYLAND I/E CO.,LTD.

· Booth No：E3C66,W2J14-15

· Tel：0573-82312311

· E-mail：office@skylandgrp.com 

· Website：www.skylandgrp.com

· Function：The modified PC material is not easy to crack during the cutting 

process.

YongKang Xinduo Cups Co.,Ltd. 

· Booth No：W1D09-10  

· Tel：15258999112

· E-mail：sales@chinaxuguang.com

· Website：www.chinaxuguang.com

· Function：With sucker function, can be adsorbed on the computer, glass, table, 

not easy to dump. Can do insulation style and so on.

Zhejiang Yinzuo Cases & Bags Co., Ltd.

· Booth No：W3A07-08

· Tel：0573-85606888 (Chonggeng King)

· E-mail：king@gnza.net

· Website：www.zjyinzuo.com

· Function：Good toughness, light-weight, high impact strength, excellent electrical insulation, 

extension, dimension stability and chemical corrosion resistance, good heat & cold resistance. 

ZHEJIANG HAERS VACUUM CONTAINERS CO., LTD.

· Booth No：W1E08-10

· Tel：15158029257

· E-mail：jane@haers.com

· Website：www.haers.com

· Function：WE IMPORT MACHINE FROM JAPAN THIS MACHINE CAN PROCESS INNER 

WALL AND LET PRODUCT USE LESS MATERIAL AND MAKE PRODUCT LESS WEIGHT.

Zheijiang Baokang Electric Appliances Co., Ltd.

· Booth No：W1D71-72 

· Tel：13566993914

· E-mail：candy@powcan.com

· Website：www.powcan.com 

· Func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under the severe t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sluggish market environment, 

the company has striven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fully operate high-tech in 2018, and realize ERP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jiang Galaxy Import & Export Co., Ltd.

· Booth No：E3A11-12

· Tel：0573-87220603

· E-mail：hnjeans8@163.com

· Website：

· Function：Zhejiang Galaxy Import & Expor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at the 

end of 2006 and is mainly engaged i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usiness. At 

present, it is a leading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in Hain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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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发展引领浙江外贸强省建设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  韩杰

2018 年，是浙江外贸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的严

峻挑战，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六个稳”

工作部署，全省外贸系统狠抓“大学习、大调研、

大抓落实”的活动推进，持续打好稳增长、防风险、

高质量发展系列组合拳，多项试点取得突破，各项

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全省外贸实现了稳中有进向好

的发展态势。

2018 年，全省对外贸易规模跃上新台阶，三大

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全省累计进出口 28517 亿元，

其中，出口21179亿元，进口7338亿元。进出口、出口、

进口额分别突破 4000 亿美元、3000 亿美元（2万亿

元人民币）和 1000 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进出口

增长11.4%、出口增长9%、进口增长19%，三项指

标增速分别高于全国 1.7、1.9 和 6.1 个百分点，并

领跑沿海主要省市，出口占全国的份额提升至 12.9 

%。超额完成了省委省政府下达年度目标任务，为

改革开放40周年贡献了浙江外贸的力量。

过去一年，浙江加强政策谋划和储备，增进与

各地各部门的协作联动，围绕外贸高质量发展、应

对贸易摩擦稳外贸、参与进口博览会、加强对企业

的调研服务等重点任务，打好系列组合拳，重点攻

坚突破了以下六项工作：拓展市场，推进多元化布局。

启动实施“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工作计划，发挥展

会拓市场的主平台作用，在 15 个国家自主举办浙江

出口商品交易会，数量为历年最多，采购商质量和

参展效果为历年最佳。开展跨境外贸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开展系列对接推介活动，加大外贸主体队伍

培育，新增登记备案外贸主体 3.3 万多家，全年累

计培训企业超过 1.9 万家。优质优品，聚焦高质量

发展。推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

组织起草并推动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加快培育外贸

竞争新优势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培育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39 个基地入围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位居全国第一位。持续培育自主出口品牌，

累计培育“品质浙货”出口领军企业80家、“浙江出

口名牌”728 个、浙江出口名优特产品 79 种。持续

推动高新技术、装备出口转型。创新发展，培育新

业态新动能。保持义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红利稳定

释放，推动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易中心成为国

家第四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贯彻落实国家五

部门外综服新政，会同六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外综服企业发展方向。持续推动杭州、宁波跨

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狠抓进口，全面参与进博会。

充分利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集聚效应和溢

出效应，加快打造进口商品的“世界超市”。共招引

480 家境外企业完成官网报名，参展面积为 1.94 万

平方米，组织采购单位 1.5 万家、人员 4 万人参加，

采购总人数位列全国第三。组织 24 场配套活动，积

极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搭建合作平台。精准施策，应

对贸易摩擦取得阶段成果。第一时间起草并推动省

政府印发了我省《关于应对贸易摩擦确保外贸稳定

增长的实施意见》，统筹协调合力应对，精准提供分

类指导，积极帮助企业维权。优化服务，推进数字

化转型。建设“品浙行”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

被国家审计署作为“积极主动作为、推动改革发展”

的先进正面典型案例上报国务院并在全国推广。建

立健全“订单 + 清单”预判和管理制度，采取“分

期建设，逐步推进”的工作方法，开发了我省“出

口订单在线管理系统”，加强对重点企业的动态监测

和跟踪指导，执行分级预报预警制度。

当前，浙江外贸正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

制度创新的关键期，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外贸工作意

义重大。2019 年，浙江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一系列工作部署和要求，聚焦“一带一路”统领新

一轮开放，致力于“三个转变、三个变革”，扎实推

进“拓市场、稳份额、优结构、强创新、抗风险”的

各项工作。重点抓好以下三个层面的工作：

（一）在政策层面上，持之以恒抓好落实

抓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和《应对贸易

摩擦确保外贸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暨“外贸十条”

的贯彻落实。尽快出台我省《关于扩大进口促进浙

江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稳外贸”新

一轮政策储备方案。

（二）在工作体系上，着力打造三个体系

重点打造国际市场的拓展推广、新型贸易的培

育发展、优化升级的促进支持三个工作体系。与此

同时，做好打遭遇战和持久战的充分准备，精准有

效地做好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继续承接进口博览

会的溢出效应，全力参与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三）在工作载体上，聚焦攻坚重点工作

■  在打造国际市场的拓展推广体系方面：编

制并组织实施好外贸出口市场多元化计划；重点办

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布局的24个自办展。

同时要以海外营运中心、海外仓的供应链建设为支

撑，建设布局全球的外贸跨境服务体系；探索搭建

海外投资、国际工程的集中采供平台，全方位、多

渠道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  在新型贸易的培育发展体系方面：抓好义乌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推进和义乌市场采购贸易

平稳发展，推进温州鹿城市场采购贸易尽快启动并为

全省外贸出口贡献新增量；联合相关部门抓紧落实促

进我省外综服企业健康发展的工作通知，探索政银企

合作，将政策性金融通过外综服企业普惠到浙江量大

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孵化、带动他们的出口；积

极推进跨境电商 B2B 业务的发展，与国际知名电商平

台联合开展 “采供对接、全球开店、外贸上云”等活动。

■  在优化升级的促进支持体系方面：建设好首

批 39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加强项目储备，打

造我省外贸转型升级的培育体系。以“品质浙货”出

口领军企业、“浙江出口名牌”的培育推广为抓手，促

进我省出口品牌体系建设，实现“品质浙货 行销天下”。 

■  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抓紧建立省市县三

级联动的外贸订单在线管理系统，加强监测预测和

跟踪指导；尽快建立我省的贸易便利化调查监测机

制，及时了解和反映企业诉求，进一步优化外贸营

商环境；紧密关注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针对新变化、

新诉求，做好新一轮政策的研究储备工作，力争做

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牌。

■  在参与进口博览会方面：巩固首届进口博

览会的参与成果，放大成交金额。全力参与第二届进

口博览会，深化“十百千万”工程，继续在招展、招

商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谋划一批高质量、高成效的

对接活动，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开展浙江与德国、浙

江与北美在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对接会。

迈上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外贸工作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浙江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推动浙江外贸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经贸

强省，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做出浙江外贸的新贡献。

2月18日，第29届华交会理事会召开专题会议，华交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申卫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表示上海作为华交会的举办地，必须尽心

尽责、全力以赴做好华交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由华交会理事会理事长尤

永生主持，理事会办公室主任施晨参加了本次会议。

2月26日，第29届华交会新闻通气会在上海市商务委会议室举行，

华交会理事会办公室主任施晨向媒体作了华交会情况通报。新华社、

解放日报、文汇报、第一财经等近30家媒体记者出席了本次通气会。

2月28日，第29届华交会交易团秘书长会议召开，会议介绍了做好展览秩序、

重大活动、现场安全及统计工作等方面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会议由华交会理事会

理事长尤永生主持，华交会各交易团秘书长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全省累计进出口 28517

亿元，其中，出口21179亿

元，进口7338亿元。

浙江

Made in Zhejiang

专题会议

新闻通气会秘书长会议

2月 28日下午，第29届华交会工

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

山东省、南京市、宁波市等9个主办省

市，杭州市、厦门市、青岛市等3个组团

城市，以及联合交易团和境外交易团的

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主持了

本次会议并介绍了本届华交会的基本

情况、主要工作落实情况以及主要活动

安排建议，他指出，越是在外贸面临严

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的时候，越是需要给

外贸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促成更

多交易。

会议还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

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29届华交会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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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山东身手不凡  跨境电商好戏连台

作为中国首批 7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点城市之一，上海跨境电商行业在这 6 年

间迅速成长。得益于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上海海关鼎力支持，跨境电商在上海的发

展，也与这座敢为人先的城市气质高度贴合，展现出她蓬勃的创新活力。

持之以恒的创新

来自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上

海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34家，相关支付企业及银行36家，相关仓储及物流服务企

业96家，海内外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均已在申城安营扎寨。

行业的巨大活力，来自持续不断的创新力。比如，2013年9月成立的紫荆谷跨

境通，是首批入驻上海自贸试验区的25家企业之一。立足先发优势，跨境通做了两

件事：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阳光海淘”线上购物服务，同时为境外商户提供基

于上海口岸的“一站式保税仓储通关”服务，最快两小时就能完成通关。再比如，2013

年创立的小红书，从社区起步切入跨境电商，截至2018年5月，用户数已突破1亿，

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购物分享社区。

“上海跨境电商企业的特色在于，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新视角，辨识度高，少

有同质化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姿态。”华交会现场的一家上海跨境电商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上海主要跨境电商平台包括eBay、洋码头、小红书、55海淘、

海欢网、波罗蜜、美购、汇付天下、1号店、丰趣海淘等，各个企业均有创新之举。

企业攻克“痛点”

2017年11月17日零时，洋码头“2017全球黑色星期五狂欢节”开场。与巨额

交易相呼应的，还有其自建物流的速度：17日当天，韩国直邮上海全球首单到货，

消费者从下单到收货仅用了19小时；两天以后，美国直邮上海的商品到货，用时

55小时，再次刷新跨境电商直邮时效纪录。国际物流是洋码头专注攻克的“痛点”。

从创业之初，洋码头就开始自建物流团队探索跨境直邮，目前其创建的贝海物流

已在全球布局了10多个国际物流中心。

同为跨境电商企业，暖游科技则对准金融这一跨境电商的“难点”和“堵点”。

该公司专门到海外找寻线下商家，为全球30个热门目的地的4000余家大小商户

建立起移动支付接口。通过打通海外商户的支付接口，暖游已建立起跨境电商产

品线，将海外优质商品送达国内消费者。

一系列支持政策

沪上跨境电商企业打通的这些“痛点”，与上海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的定位高

度相符。

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应着力培育跨境电商完

整产业链，形成第三方平台和自营平台同步推进，境内外电商共同参与，进出口并

重、多种模式并存、线上线下有序结合的跨境电商发展格局。与之相应，2018年9

月，网易公司与上海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跨境电商等

产业项目落地。

根据青岛市商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青岛市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

242.76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02.3%，交易规模在全国13个综合试验区中位列第

五。

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山东省政府携手企业为跨境电商提供资金扶持。分

别与阿里集团合作设立 3000 万元“互联网 + 外贸”信用保障资金，与中国银行

山东省分行合作设立3000万元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授信风险补偿资金。

目前，山东全省已有1.5万多家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运用跨境电商实

现新发展，跨境电商正成为全省外贸发展的新动能和产业转型的新引擎。

俺们要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高地

下一步山东跨境电商如何保持活力，持续高速发展？俺们已经做好了系列

规划。

而为了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再上新台阶 , 山东还将创新提升跨境电商贸易便

利化水平。在青岛、威海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创造性贯彻落实9610零售出口“无

票免税”和 1210 保税进口政策，积极推动解决零售出口所得税问题。提升相关

职能部门跨境电商监管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电商各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

源高效配置，探索形成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国际标准和规则。

山东决心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高地，并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电商

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山东还要积极探索发展数字贸易。因为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数字贸易在全

球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山东将培育数字贸易新模式，实现数字贸易和跨

境电商协同发展。

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增长点，被山东省视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和推进贸易强

省建设的重要抓手。得益于先行先起步，山东跨境电商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已

经成为山东打造对外贸易新高地不可或缺的力量。

外贸新业态发展态势良好

近年来，跨境电商的崛起为山东以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提供了新机

遇。山东省跨境电商连续3年出口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山东省跨境电商得以快速发展，与政府加强规划指导引领分不开。山东省政府

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印发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重点围绕培育壮

大跨境电商主体队伍、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打造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区、建

设公共海外仓等重点任务制定了目标。

近年来，山东加大跨境电商主体培育力度，连续 4 年会同财政、口岸、海关、

税务等部门，认定省级跨境电商主体136家，其中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37个，跨

境电商产业聚集区33个，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41个，跨境电商实训基地26个，有

力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迅速壮大。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设更是山东省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青岛、

威海获批国家级综试区，青岛综试区目前已集聚了 27 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和近

1000 家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形成涵盖保税备货、直购进口、一般出口和保税出

口的全模式跨境电商业务体系。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推动下，青岛市跨境

电商发展也实现了跃升。

截至2017年6月底

上海跨境电商企业

已达1034家

相关支付企业

及银行36家

相关仓储及物流服务

企业96家

阿拉跨境电商“上海范”十足 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高地“俺们当仁不让”

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上海全市电子商

务交易总额累计实现12215.5亿元，同比增长20.0%，其中，B2B

电子商务交易额7700.9亿元，同比增长14.6%，网络购物交易

额4514.6亿元，同比增长30.7%，网络购物增速超过B2B交易

增速的两倍以上。

2015年 7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本市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提出，着力培育跨境电商完

整产业链，形成第三方平台和自营平台同步推进，境内外电商共

同参与，进出口并重、多种模式并存、线上线下有序结合的跨境

电商发展格局。

2016年6月，《中国(上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

方案》进一步提出，力争通过两至三年试验改革，形成全球跨境

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

2017 年，上海跨境电商企业迎来诸多独具优势的机遇。政

策特色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税收政策实行“7+2”，即7项

明确实行的税收政策和2项探索实行的税收政策。其中，明确类

政策包括鼓励投资的政策和促进贸易的政策：前者主要涉及非

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股权激励等2项政策，后者主要涉及融资

租赁出口退税试点、进口环节增值税、选择性征税、部分货物免

税、启运港退税试点等5项政策。

2017年3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明确，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

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

区。在上海跨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颜静看来，这是一个

绝好机遇。“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港内建设进出口货物海外仓，加

强跨境电商售后服务，发展‘港内前展后仓’的营销模式。”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山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亿

元，同比增长39.2%，其中，出口同比增长45.1%，进口同比增

长29.4%，市场采购贸易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7%；本土

外贸综服企业出口165亿元，同比增长9.3%，山东外贸新业

态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根据青岛市商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青岛市实现

跨境电商进出口 242.76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102.3%，

交易规模在全国13个综合试验区中位列第五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设更是山

东省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

山东省政府

+

+

山东省政府与阿里集团合作设立 3000

万元“互联网+外贸”信用保障资金

山东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合

作设立 3000 万元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授信风险补偿资金

山东省商务厅透露，山东将促进跨境电商与十强产业融合发展。推

动十强产业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十强产业品牌培育和

“走出去”。

支持企业在匈牙利、越南、泰国、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

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山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商贸物流园区。

支持外贸企业在美国和欧盟加快布局一批集商品展示、仓储物流、

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公共海外仓，融入境外销售体系。

同时，继续推进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的“优商优品”工程，

联合开展2019数字化山东“品牌出海”活动，推动数字贸易和线上成交。

1

2

3

4

9610零售出口“无票免税”            1210保税进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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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和外贸大省，江苏、浙江近年来

不断转动力、调结构、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外贸结构进一

步优化。两省的出色表现，离不开众多外贸出口企业拓展

国际市场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企业背后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是江苏和浙江外贸出口

保持优势的一个重要路径。

江苏开拓多元市场打开外贸新空间 浙江加速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

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江苏、浙江各有新招

2016 年，江苏出台《江苏省对外贸易“优进优

出”行动计划（2016－2020）》，提出了国际市场拓展

行动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深入实施市场

多元化战略。

在多措并举的作用下，江苏拓展国际市场效果

显著。截至 2017 年，江苏进出口贸易伙伴（按国别

计算）数量已由 2001 年的 205 个增加至 227 个。对

欧盟、美国和日本三大传统市场的进出口占比呈现

阶梯型走低。与此同时，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中东

等新兴市场逐渐崛起，占江苏外贸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16% 上升至 2018 年 1~11 月的 22.9%。

借“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市场

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江苏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

首先，江苏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此外，江苏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2016 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出台推进落实

国际产能合作《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支持

本土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传统产业也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恢复活力。

笔者从江苏省商务厅了解到，苏州进出口（集团）

公司下属丝绸公司与欧洲一家大牌服装企业一直合作

良好，但 2017 年对方提出将减少直至取消订单。因为

公司有了在柬埔寨、缅甸等国的生产基地，参加国内外

展会时海外客户明显增多，因此并未受到影响。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8》显

示，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

口总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 79.8%。其中，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的省份中，

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和上海分别列第二、第

三、第五名。

2019 年，江苏将强化双向市场开拓。巩固主销

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办好 17 个境内重点货物贸易

展会，组织好 139 个境外优质货物贸易展会，高质

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大力拓展沿线市

场。此外，江苏将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优惠

政策和便利化措施拓展“一带一路”、非洲、拉美等

新兴市场。支持境外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努力稳住

美国市场，巩固欧盟、日本等主销市场。

近期，商务部部长钟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

出了三大举措推动外贸 "稳中提质 "，其中就包括

拓展30个重点海外市场、支持国际营销网络建设、

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等推动市场多元化的措施。在

外贸大省浙江，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的布局正在

加速进行。

多元化布局“组合拳”

针对企业开拓多元市场的需求，浙江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贸易摩擦确保外贸稳定增长

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企业参展支持力度，建设

国际营销网络和跨境外贸服务体系等举措，巩固

拓展国际市场渠道，重点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市场。2018年，浙江对前三大贸易市场欧盟、美国、

东盟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9.3%、10.1%、

22.5%，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46.8%。同期，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8966.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增至

31.4%。

自去年以来，浙江在多元化布局方面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

在 15 个国家自主举办浙江出口商品交易会，

累计参展企业1196家，新增成交4.8亿美元；

组织实施好第28届华交会、第123届和124届

广交会，全省参展企业达到 10694 家，展位数达到

24967个，新增成交达到37.9亿美元；

第一批评审确定了 8 个“浙江制造”海外营运

中心建设试点的市、县（市、区）和相应的试点项目；

在全国率先出台公共海外仓建设标准，目前已

启动第四批省级公共海外仓的申报工作。

主动走出去海外办展

开拓市场是浙江外贸发展的生命线，其中展

会是最直接有效的平台。据统计，浙江省企业

60% 的订单来源于展会。近年来，浙江以国际展

会为平台，主动作为，多元化布点自办展，引领

浙江企业走出去。

从 2008 年浙江省商务厅组织企业参加首届

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会以来，目前浙江已经

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成功举办了自办展。尤其是在

“一带一路”，为了培育和拓展新兴市场，浙江带领

企业有规模、有品牌地“走出去”，把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

仅 2017 年上半年，浙江就组织实施了省级

货物类境外自办展和政策性展会 17 个，包括浙

江出口商品(墨西哥 )交易会、浙江出口商品(俄

罗斯 ) 交易会、浙江出口商品 ( 沙特 ) 交易会、

浙江出口商品 ( 塞尔维亚 ) 交易会等，商品涵盖

食品类、汽车零部件、办公家具、机械、照明及

室内装饰、建材卫浴、电子电器、家用电器、五

金工具等。据统计，当年上半年，浙江省商务厅 4

个自办展共计参展企业 233 家，展位数 410 个，意

向成交达15500万美元。

2018 年 8 月 2 日 -4 日，由浙江省商务厅主

办的“2018 浙江出口商品（越南）交易会”在越南河

内国际展览中心如期举办。作为浙江省在东盟地

区独立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自2011年起至今，

浙江出口商品（越南）交易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

2017 年，交易会正式通过国际展览协会 UFI 认证。

东盟是浙江进出口贸易的第三大区域经济组

织。通过浙江出口商品（越南）交易会这个平台的

搭建，拓宽浙江企业与越南企业的经贸交流渠道，

能够助力浙江企业深度开拓越南及东盟终端市

场，提高出口产品的市场多元化。

湖州朗亚创意家居有限公司负责人向笔者介

绍，其主要生产多层实木复合地板，拼花及异形实

木复合地板，产品主要出口欧洲、澳新及中东。公司

外贸部负责人坦言，为了规避外贸风险，公司转向

东南亚非贸易壁垒的国家进行生产及出口，希望通

过展会进一步了解东南亚及越南的本土市场，从而

从销售及生产全方位角度考虑公司的进一步定位。

亿田电器外贸部负责人也表示，网络和展会

是公司目前品牌拓展的主要渠道，“我们主要出口

东南亚、南美、中东地区。东南亚电器市场处于蓬

勃发展期，但竞争也十分激烈，我们必须迎难而

上，抢占市场新高地。”

展望 2019 年，浙江将仍然把国际市场的拓展

推广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在保持原有市场的同时努

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外贸大省浙江的市场多元化

战略，将使得浙企的出海之路越走越宽。

根据该计划，江苏要调整优化年度贸易促进计划

1.充分发挥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

重点展会对全省出口的支撑作用，大力拓展东

盟、非洲、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展会，优化国际

市场结构。

2.实施“万企千展”国际市场开拓计划，用

5年时间实现1万家（次）企业参加1000个境内

外重点展会目标。

3.做大做强江苏省出口商品展览会（日本

大阪）、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连云港丝绸之路

国际物流博览会、泰州国际医药博览会等境内

外自办展会，加快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度高、影响

力大的展会平台。

4.用足用好广交会、华交会、高交会以及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等优质展会平台，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江苏在全国率先与海关、省贸促会建立工

作机制，联合开展“FTA惠苏企”专题培训、举办

主题论坛。充分发挥出口信保对外贸的支持作

用，商务专项资金支持信保规模超过3亿元。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欧班列（苏

州—华沙）首次开行，标志着长三角

地区中欧班列开行零的突破。目前，

江苏已经开行“连新亚”“宁欧”“宁亚”

“苏满欧”、徐州至塔什干等多条中欧

（亚）班列线路，涉及连云港、南京、

苏州、徐州等城市。

2017 年，江苏共发送中欧（亚）班

列 880 列，同比增长 51.2%。苏州、南

京中欧（亚）班列通过与本土产业紧密

联动，有效支撑和带动了江苏面向“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外开放，织就了

江苏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文化交

流的互联互通网络。

我国东部地区与“一

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

额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总额之比。

79.8%

东部地区

积极支持本土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传统产业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恢复活力

江苏省

本土企业

传统产业

苏州进出口（集团）公司下属丝绸公司

缅甸柬埔寨

拥有生产基地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于

外贸出口企业而言，将单一国家或地区作为主要

出口市场，风险极大，因此，江苏很早就开始开拓

多元化国际市场，近两年又进一步加大力度。

贸易伙伴结构优化

浙江对欧盟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增长9.3%

浙江对美国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增长10.1%

浙江对东盟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增长22.5%

以国际展会为平台，主动作为，多元

化布点自办展，引领浙江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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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中，出口企

业唯有永远保持“新”状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华交会参展企业对此深有体

会，并将自身发展的新亮点呈现在本届展会的舞

台上，他们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以及

转型新思路，既是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贺

礼，也让我们从中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制造”奋

力闯世界的无穷内力。           (下转第十版)

———— 新产品 ————

智能晾衣机实现高效晾衣

江苏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晾

衣机集智能无线操控、遇阻刹车、光控照明等8大功

能于一体，为现代家庭提供了自动化晾衣的解决方

案。它在晴天会根据太阳光线自动调节升降高度，

保证衣物日照时间多晒3小时；阴雨天时1分钟内自

动开启风干功能，2小时烘干关闭，让晾衣省时省力

更省心。

小小地垫也有“黑科技”加持

地垫，在很多人眼里是可有可无的家居用品，

但“黑科技”加持下的小小地垫却成为家居必备

品，可以帮助你保持浴室干燥。浙江大达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的超纤螺旋防滑浴室垫就是这样一款产

品，它采用新技术使绒头成螺旋状迅速吸水，比一

般超纤产品吸水率提高30%。

“三只旅行小猪”成网红

杭州久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打造IP产品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其与旅日

设计师联合设计推出的IP产品——三只旅行小猪已

在中日两国注册，3个角色：文文、馋馋和闹闹分别

有不同的性格设定，体现了现代年轻人爱生活爱旅

游喜欢中日文化，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心理，一经面

市就产生了网红效应。

———— 新技术 ————

“转化”废塑料秒变艺术品

把工业废料变成艺术品，这不是魔术或者幻

想，而是山东一家企业十多年前就开始做的实事。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可再生PS

泡沫塑料进行高效回收，优质再生，每年“转化”

废塑料达6万吨，加工成的艺术相框、画框等产

品，与Zara Home、沃尔玛等国际知名厂商有密切的

合作。

既耐低温又具耐油性的橡胶手套

橡胶手套根据用料不同分为两种：天然橡胶手

套和合成橡胶手套。天然橡胶手套耐低温性能好但

耐油性差，合成橡胶手套耐油性好但耐低温性

差。上海世目进出口有限公司攻克了这个难题，

研发出了既耐低温，又耐油污的橡胶手套，为冬

天在野外环境下进行低温油污作业的工作者带来

福音。

———— 新工艺 ————

用报纸代替杞柳突破成本瓶颈

近年来，随着柳编主材料杞柳的价格越来越

高，产品成本也越来越高。山东博兴天龙工艺制

品（集团）有限公司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从

2012年开始使用报纸代替杞柳，既环保又好看，

还节约成本。目前该公司的产品已经打开销路。

粗略计算，使用报纸为原材料成本可降低百分之

七十。

边煮火锅边烤牛排，一个烤盘全搞定

海盐新华电器有限公司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

Electric grill三合一烤盘，可以一边煮火锅，一边烤牛

排，而且还带有自动调温功能。对于吃货而言，具有这

种功能的厨具可谓神器。

———— 新材料 ————

能有效解决下厨痛点的不粘锅

相信很多热爱烹饪的人都被粘锅的“不粘锅”

坑过。湖州凯瑞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铝制不粘锅能

有效解决这个痛点，它采用全新技术，且制作材料

中不含PFOA，不仅有效防止了粘底，还非常耐用。

在进行食物烹饪时，即使只使用少量的食用油也不

会让食物粘锅。

更韧更轻更耐用的PC登机箱

浙江天堃进出口有限公司的 PC 登机箱采用

PC 高分子量树脂，具有高强度弹性系数、高冲

击强度，保证产品坚固耐用。此外，还有前开口

袋的独特设计，方便用户归置个人物品，不用打

开整个行李箱就能轻松将护照、个人电脑、移动

电子设备等物品“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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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16+1，中东欧市场成为宁波外贸新增长点

中东欧国家经济基础扎实，产业特色明显，科

教水平高，且经过十余年发展，经济转型基本完

成，是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推进，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把目光瞄准

了中东欧这一新兴市场。公开数据显示，宁波外贸

出口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的良好趋势，尤其是对中

东欧市场的出口额稳步上升。

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中东欧国家还凭

借地理优势及当地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成为宁

波企业出海的新大陆。围绕中东欧国家吸引投资

的需求，宁波支持企业走出去创建中东欧境外产

业园和贸易物流园。仅 2016 年，宁波企业对中东

欧国家的投资就高达1.6亿美元，为2015年的15倍。

去年1-11月，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项目135

个，居全国前列。

2019 年，宁波将深化 16+1 经贸合作示范

区建设。具体而言，宁波要做大做强中东欧博

览会，完成博览会升格工作；进一步畅通贸易

通道，全面落实中国 - 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

国检试验区 14 项便利化举措，加快中东欧商品

准入进程，进一步丰富试验区建设内容；扩大

中东欧投资贸易规模，重点打造中东欧工业园

（中捷产业园）；推进中东欧平台建设，继续争

取举办 16+1 海关、市长、教育、旅游、商协会

等论坛活动，加快引进中东欧国家机构在甬设

立商务代表处等；推进已有的数字16+1经贸促

进中心、中东欧青年创业创新中心等建设。

自2013 年开始，宁波已举办 3次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

议、4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成为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经贸

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如今，在《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指引下，

宁波开始全面对接中东欧，要率先建设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面对当前严峻

复杂的外部环境，宁波外贸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16+1带来的好处。

    在2018年4月，作为16+1合作的地方样本，宁波

市政府正式印发《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未来3年，宁波将打

造成为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之地、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合作的首选之地、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人文交流的首选之地。

     宁波承办了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和首届中东欧国家特

色商品展。随后4年，宁波又成功承办了每

年一届的中东欧博览会。

    受益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的台资独资佳格葵花籽油项目

在厦门片区开工建设，2017年5

月正式投产，年产值达 40亿元

人民币。

    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匈

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会后，各国领导人共同制定

和发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

纲要》，明确“各方支持在宁波等中国城市设立

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在中国宁波建立‘中国—

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

如今

2014年

2017年11月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额

2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5%，

占 全 国 比 重 由 4% 提 高 到

4.3%。

2017年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增长

27.7%，占全国总额4.5%，其中

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26.1%、

38.6%。

2018年1-11月

拉开深层次合作序幕

事实上，自举办首届中东欧特色商品展开始，

宁波就立足于港口经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独

特优势，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和布局，有

预见性地迈出了打造中国与中东欧互通互联主要

平台的脚步。此后，宁波与中东欧之间全方位、深层

次的合作大幕渐次拉开：

成为全国首个针对中东欧国家制订优惠政策

的开放城市，拥有全国首个以贸易便利化为主题的

国检试验区（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

验区），建立中国海关与中东欧国家海关的合作平

台与联络机制，搭建了中东欧商品常年展销中心、

中东欧贸易物流园、中东欧工业园、中东欧会务馆

及中东欧合作研究院 5大平台，成立全国首个由地

方政府设立的中东欧博览与合作事务局……

甬企外贸添新增长点

同时，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逆全球化抬

头之时，中东欧区域也成为甬企外贸的新增长点。

数据显示，2017 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额

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占全国比重由 4%

提高到4.3%。

2018 年 1-11 月，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增长

27.7%，占全国总额 4.5%，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

长26.1%、38.6%。

1994 年以外销起家的宁波神马集团，其产

品已先后出口到 100 多个国家，中东欧一直是

该公司的重要目标市场，随着16+1的稳步推进，

该公司进出口贸易部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稳固

中东欧的客户资源，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相

比很多刚开始开拓中东欧市场的宁波企业，宁

波三杰灯业起步更早，几年前已经在匈牙利建

立了一家工厂，在波兰也设立了办事处。

宁波 中东欧

宁波对中东欧国家投资

2015 2016

1.6亿美元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杭州海外自办展成利器
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外贸形势险峻复

杂。站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新节点，

杭州市从发展全局出发，以海外杭州会展平台打造

为突破口之一，拓展国际交流渠道，为杭州外贸注

入全新的动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借力杭州的海外

会展平台扬帆出海，竞逐全球。

八大展会助力外贸稳发展

去年 12 月，在杭州市主办的 2018 中国（阿联

酋）贸易博览会上，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展的杭州哲

轩实业有限公司在开展首日就接到了十几个意向

订单，这为公司继续开辟多元化国际市场增添了信

心和动力。在杭州，很多外贸出口企业都和哲轩一

样，将杭州打造的海外会展平台作为开辟国际市场

的重要途径。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杭州市就积极

参与和认真践行，以打造海外会展平台为重要抓

手，通过提前布局，优化办展，杭州在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上走在了全国其他城市的前列。

展会的举办对杭州外贸增长功不可没，杭

州 8个展会规模大、影响力强、成效逐年提升，

对稳定全市外贸发展作用明显。统计数据显示，

2012-2016 年，杭州外贸出口平均增长 7.1%（按

美元计）。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展会举办

国出口拉动明显，2017 年，杭州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 933 亿元（按人民币计），同比增

长 3.66%；2018 年 1-11 月，杭州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 910 亿元（按人民币计），同比增

长 4.85%。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 1-11 月，杭州

对展会举办国埃及出口 4.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1%；对墨西哥出口 8.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对印度出口 18.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明显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新增巴西展再发力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展会是

杭州紧抓不放的目标，2019 年，杭州还将继续借助

海外自办展，不断优化全球市场布局。依据杭州开

拓国际市场行动方案，2019年新增一个自办展——

中国（巴西）贸易博览会（简称巴西展），全年举办

“九大”海外展。同时，要把海外展打造成集外经贸、

外事、文化、旅游、教育等融合多方面发展的海外杭

州综合平台，确保杭州在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中走

在全国前列。

此外，杭州将加强与商务部和中国驻外使领

馆联系，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特别是要借力商务

部协调全国各省市商务部门及我国驻“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机构的力量，提高招商质量，提升展会规

格档次。并要求各区、县（市中）商务部门充分利用

九大海外会展平台的资源，支持和引导企业赴境

外参展，稳定全市外贸发展。

·2018 中国（阿联酋）贸易博览会现场

     杭州早在 2012 年就开始在波兰

办展。如今，该展会已经成为中国和中

东欧十六国之间最重要贸易服务平

台，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自办

展中最专业和影响力最大的展会。当

前，杭州海外展会已在国际上获得广

泛认可，国际影响力在国内首屈一指。

    2016 年，杭州市商务局制定了开拓“一带一

路”市场3-5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0年在全球建

设10个海外杭州展会平台，实现杭州对10个展会

所在国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40%以上，推

动杭州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杭州商品国

际市场占有率，打响杭州品牌。

    在外贸出口形势异常严峻的 2018 年，杭州市率先

响应国家战略，精心打造海外杭州会展品牌，为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去年，杭州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举办了八大系列中国贸易博览会，在波兰、土

耳其、埃及、阿联酋、印度、约旦、南非、墨西哥都留下了

深深的足迹。上述展会的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展位

数超过7000个，参展企业超过3500家，吸引约50个国

家的超过9万人次采购商到场，其中杭州展位超过1600

个，参展企业700多家，帮助杭州企业成交近1.2亿美元。

2016年

2018年

2012年

外经贸 外事 文化

旅游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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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交会企业“新”意满满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稳外贸促发展  第29届华交会开启新航程

在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中，出口企

业唯有永远保持“新”状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华交会参展企业对此深有体

会，并将自身发展的新亮点呈现在本届展会的舞

台上，他们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以及

转型新思路，既是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贺

礼，也让我们从中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制造”奋

力闯世界的无穷内力。           (下转第十版)

———— 新产品 ————

智能晾衣机实现高效晾衣

江苏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晾

衣机集智能无线操控、遇阻刹车、光控照明等8大功

能于一体，为现代家庭提供了自动化晾衣的解决方

案。它在晴天会根据太阳光线自动调节升降高度，

保证衣物日照时间多晒3小时；阴雨天时1分钟内自

动开启风干功能，2小时烘干关闭，让晾衣省时省力

更省心。

小小地垫也有“黑科技”加持

地垫，在很多人眼里是可有可无的家居用品，

但“黑科技”加持下的小小地垫却成为家居必备

品，可以帮助你保持浴室干燥。浙江大达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的超纤螺旋防滑浴室垫就是这样一款产

品，它采用新技术使绒头成螺旋状迅速吸水，比一

般超纤产品吸水率提高30%。

“三只旅行小猪”成网红

杭州久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打造IP产品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其与旅日

设计师联合设计推出的IP产品——三只旅行小猪已

在中日两国注册，3个角色：文文、馋馋和闹闹分别

有不同的性格设定，体现了现代年轻人爱生活爱旅

游喜欢中日文化，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心理，一经面

市就产生了网红效应。

———— 新技术 ————

“转化”废塑料秒变艺术品

把工业废料变成艺术品，这不是魔术或者幻

想，而是山东一家企业十多年前就开始做的实事。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可再生PS

泡沫塑料进行高效回收，优质再生，每年“转化”

废塑料达6万吨，加工成的艺术相框、画框等产

品，与Zara Home、沃尔玛等国际知名厂商有密切的

合作。

既耐低温又具耐油性的橡胶手套

橡胶手套根据用料不同分为两种：天然橡胶手

套和合成橡胶手套。天然橡胶手套耐低温性能好但

耐油性差，合成橡胶手套耐油性好但耐低温性

差。上海世目进出口有限公司攻克了这个难题，

研发出了既耐低温，又耐油污的橡胶手套，为冬

天在野外环境下进行低温油污作业的工作者带来

福音。

———— 新工艺 ————

用报纸代替杞柳突破成本瓶颈

近年来，随着柳编主材料杞柳的价格越来越

高，产品成本也越来越高。山东博兴天龙工艺制

品（集团）有限公司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从

2012年开始使用报纸代替杞柳，既环保又好看，

还节约成本。目前该公司的产品已经打开销路。

粗略计算，使用报纸为原材料成本可降低百分之

七十。

边煮火锅边烤牛排，一个烤盘全搞定

海盐新华电器有限公司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

Electric grill三合一烤盘，可以一边煮火锅，一边烤牛

排，而且还带有自动调温功能。对于吃货而言，具有这

种功能的厨具可谓神器。

———— 新材料 ————

能有效解决下厨痛点的不粘锅

相信很多热爱烹饪的人都被粘锅的“不粘锅”

坑过。湖州凯瑞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铝制不粘锅能

有效解决这个痛点，它采用全新技术，且制作材料

中不含PFOA，不仅有效防止了粘底，还非常耐用。

在进行食物烹饪时，即使只使用少量的食用油也不

会让食物粘锅。

更韧更轻更耐用的PC登机箱

浙江天堃进出口有限公司的 PC 登机箱采用

PC 高分子量树脂，具有高强度弹性系数、高冲

击强度，保证产品坚固耐用。此外，还有前开口

袋的独特设计，方便用户归置个人物品，不用打

开整个行李箱就能轻松将护照、个人电脑、移动

电子设备等物品“收入囊中”。

（上转第一版）物流等企业或机构，在现场设立了

50个服务展位，为外贸企业提供现场服务；上海市

知识产权局、市工商局组成专门的知识产权工作小

组，安排监察员在现场巡查，使企业敢于亮相更多

新品、精品。

培育新业态，为跨境电商设展区开论坛

华交会重视对外贸新业态的培育、扶持。跨境

电子商务作为外贸新业态，在贸易全球化进程中的

角色越来越重要。华交会顺势而为，为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开起了“小灶”。中国制造网、亚马逊等来自

海内外的行业巨头将在跨境电商展区亮相。此外，

本届华交会还将举办跨境电商节，在展会期间举办

跨境电商高峰论坛，围绕当前经济形势研判、跨境

电商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邀请业内大咖进行分享

交流。届时，30余名国际知名专家和行业领袖将发

表主题演讲。

扶植品牌建设，多措并举持续发力

首先，华交会在招商阶段就重视引入高质量采

购商，扩大市场“朋友圈”，做大市场“蛋糕”，为

参展企业做大做强自有品牌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其次，华交会坚持利用自身优势，和各地政府

紧密协作，为品牌产品最大限度地提供展示舞台。

商务部重点培育和支持的中国名牌、获得各省市地

方名牌和驰名商标的品牌企业及展品在华交会汇聚

一堂，同台竞技。此外，华交会从第22届开始设置

“创新奖”评奖活动，7年来始终坚持鼓励参展企业

加大产品创新、外贸转型以及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力

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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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ji EVS Furniture Co.,Ltd.

· Booth No：W5E51-53 

· Tel：18768350055

· E-mail：1662455001@qq.com

· Website：www.cnevs.com

· Function：This design is referred to Kartell's MASTER chair, which integrates 

the lines of multiple chairs and integrates them into one chair, paying tribute to the 

designer and giving new life to the old product.

HUZHOU KAIRUI HARDWARE & ELECTRIC CO., LTD

· Booth No：W1F80,W1G01 

· Tel：18657203788 (Li Hui Ming)

· E-mail：Sales1@cn-kairui.com

· Website：www.cn-kairui.com

· Function：perfect technology and quality,with excellent property for,no stick.temperature 

resistance,wear and adhesion,not lampblack.All products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afety,health,durability,quality excellence, and welcomed by the market.

Haiyan Xinhua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 Booth No：W4C52 

· Tel：15990379978

· E-mail：Xh7@xinhua2001.com

· Website：WWW.XINHUA2001.COM

· Function：use the newest technique 3in one ,products can cooking the hot pot 

while roast the beef, and then  convenient for the consumers,also the products with 

the automatic adjust temperature function.

ZHEJIANG CADY INDUSTRY CO.,LTD

· Booth No：E2D28 

· Tel：13867243537

· E-mail：terry01332@chinacaidie.com

· Website：www.chinacaidie.com

· Function：It has achieved great effect.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new products of total sales ratio significantly promoted, 

and enhanced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mpany's products. 

Jiaxing layo imp.&exp. Group Co.,Ltd

· Booth No：E3C64-65,W2E58

· Tel：13738277721

· E-mail：test@layogroup.com

· Website：http://www.layogroup.com

· Function：Jiaxing layo's business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has a very high brand reput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use honesty.

Jiaxing Jackson Travel Products Co.,Ltd.

· Booth No：W2F23

· Tel：13757341517　

· E-mail：Kelly@jesun.com　

· Website：www.jesun.com

· Function：This workshop was started in 2006,with two and half years designing and 

building,the proposed goal was achieved and it brings some profit for us.

Jiaxing Mengdi Import & Export Co., Ltd.

· Booth No：E2D41-42，E2E31-32

· Tel：0573-82616172

· E-mail：shenjq@mengdi.com.cn

· Website：www.mengdi.com.cn

· Function：Liujo, O’stin , softsurroundings,La perla , Nordstrom,Burton, Demart, OTTO, TBS, C&A, weiden, 

Together, Vestebene, cont of Florence, Patrizia pepe, 8th sin, Deniele Fiesoli, Ovs, Coin, Cristinaeffe, Axis, Esprit.

Jiaxing Senchuang Fashion Co., Ltd.

· Booth No：E3B04

· Tel：0573-83882836

· E-mail：wangh@scfashion.com

· Website：http://www.scfashion.com 

· Function：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sluggish,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renminbi is 

unstable, and labor costs continue to rise.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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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Hanser Technology Co.,Ltd.

· Booth No：W2D49-50，W2E31-32,W4G35-36

· Tel：15867081826

· E-mail：qiuweiwei@hanser.com.cn

· Website：www.hanser.com.cn

· Function：Using high strength composite material,larger capacity,Japan imported 

silence wheel,mor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performance.

Taizhou Wenwu Flexible Package Color Printing Co.,Ltd.

· Booth No：W2G59-60，W2H21-22,W5E21-24 

· Tel：82623001

· E-mail：wwrbz@vip.163.com

· Website：www.tzwenwu.com

· Function：tand-up by widened bottom、foldable、easy to carry、re-usable、good sealing、

easy to cooking.

WENZHOU GUOHONG PACKAGING CO. ,LTD. 

· Booth No：W5C51-52 

· Tel：13806838664

· E-mail：Sales5@wzguohong.com

· Website：www.wzguohong.com

· Function：A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woven and non-woven cloth bags, 

Guohong has always implemented advanced concepts such as high quality.

Wenzhou Rising Garment Co., Ltd..

· Booth No：W2E50，W2F31

· Tel：13758839988

· E-mail：tang@fenqi.com

· Website：www.fenqi.com

· Function：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friends at home and 

abroad to seek win-win results in cooperation, seek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Zhejiang Maigao Crafts & Gifts Co.,Ltd

· Booth No：W5C61-62 

· Tel：0577-64865661

· E-mail：tycho@fangzhou-printing.com 

· Website：www.zjmggy.com

· Function：Our main products are cards, tags, calendars, stickers, gift bags, wrapping paper.

Tattoos, notepads, notebooks, magazines, etc..

Wenzhou Qiaorui Industry Co., Ltd..

· Booth No：E4E15 

· Tel：13858899065

· E-mail：172555870@qq.com

· Website：www.cnqiaorui.com

· Function：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insists on "based on sincerity 

and winning with quality." In order to make the company better adapt to market 

development, better integrate into market competition,.

Zhejiang Truelove Blanket Technology Co.,Ltd

· Booth No：E4E41-42

· Tel：13605827725

· E-mail：6627@truelovegroup.COM

· Website：WWW.TRUELOVEGROUP.COM

· Function：The Innovation of Using Color Oil Paper and High Temperature 

Pressing Flower.

ZHEJIANG YIWU SHUMEIJIA TECHNOLOGY SHARE CO.,LTD

· Booth No：W1G75,W5D68-69

· Tel：18072693235

· E-mail：jackdl@zdsmj.com

· Website：www.zdsmj.com

· Func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roduct materials, easy folding and easy to carry 

out, anti-skid, exercise children's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ZHOUSHAN SKYTOP COMMODITY CO.,LTD.

· Booth No：W4F40

· Tel：13905808751

· E-mail：xutinge@126.com

· Website：www.bodyboard.com.cn

· Function：OUR SPECIAL TECHNOLOGY IS MODIFY THE DRY ROOM OF OUR 

PRODUCTS, THE OLD TECHNIQUE IS PUT ALL THE PRODUCTS ON THE GROUND 

AND THEN DRY, IT’S NOT DRY ENOUGH. 

Zhejiang Native Produce & Animal By-products I/E Group Co. Ltd.   

· Booth No：E2B25,E5A09-10,W2C35-36,W2E59-60,W2F21-22,W4C51,W4F35,W5B24

· Tel：85773705

· E-mail：guanli@zjnac.com

· Website：WWW.ZJNAC.COM

· Function：The company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call of the state to open up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expand impor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eneral public for 

consumption and upgrading.

Zhejiang Orient Financial Holdings Group Co., Ltd.

· Booth No：E2B30-38,E2C28-32.E3B63-65,E3C01-03.E5A05-08.W2B31-34

· Tel：13705714907

· E-mail：davidyang@zjorient.com 

· Website：www.zjorient.com

· Function：The R&D and design center cooperated with POP design companies 

to enhance its own R&D capabilities and upgrade its product grade and added 

value with original design, with a total of 400 balances.

Jiaxing Jehonn Cleaning Products Co.,Ltd

· Booth No：W2C41-42

· Tel：82790730

· E-mail：

· Website：www.jehonn.com

· Function：This product is our company's focus in 2018 to launch a product, 

the same type of products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 in recent years 

popular, we launched this more complete brush on the basis of this.

Taizhou Huangyan Zejun Plastic Industry Co., Ltd.

· Booth No：W2D35-36

· Tel：13706566623 

· E-mail：huangyanzejun@cn-zejun 

· Website：www.cn-zejun.com

· Function：In 2018, in order to adapt to better markets, the company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number of novel and patented new products, laying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opening up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Zhejiang Cereals,Oils & Foodstuffs Import & Export Co., Ltd.

· Booth No：E4C61,W1B69-70,W2C33-34,W4F36

· Tel：0571-87957011

· E-mail：Liyang2@zjcof.com.cn

· Website：www.zjcof.com.cn

· Function：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107 million yuan, the annual 

operating income is more than 4 billion yuan, and the total annu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exceeds 400 million U.S. dollars.

Zhejiang Lizhuo Carpet Co.,Ltd

· Booth No：E4H37-38

· Tel：13705791544

· E-mail：sales@lizhuocarpet.com

· Website：https://lizhuocarpet.en.alibaba.com/

· Function：The company developed the sponge carpet project in 2014 and is also the 

first factory to produce sponge carpets. It has patented technology and patented flowers.

CANGNAN BOYU DAILY-USED PRODUCTS CO.,LTD

· Booth No：W5B53-54

· Tel：13736309808, 0577-68605758

· E-mail：lucy@boyudailyused.com

· Website：http://www.boyupromo.com

· Function：Eco-friendly non woven shopping bags,promotion bags,cooler bags,suit 

covers,storage boxes,polyester&cotton&canvas&PVC&paper bag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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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Shangshui Industry and Trade Co., Ltd..

· Booth No：W1D03-04

· Tel：1356751908

· E-mail：99257230@qq.com

· Website：www.zhuosheng.cn

· Function：316 stainless steel is more corrosive than 304, is a medical 

stainless steel, high gloss, mo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ngyou Wanyi Industrial Co. Ltd..

· Booth No：E4G44-45，E4H28-29 

· Tel：13095826288

· E-mail：504827588@qq.com

· Website：

· Function：Automatic computer printing; Pattern fashion;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vapor solid color; Bright colors; Aft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the velvet is delicate, soft, and has a good thermal effect.

FOREST GROUP CO.,LTD. 

· Booth No：W5F24

· Tel：18157863566

· E-mail：33943161@qq.com

· Website：www.f0086.com

· Function：At present, the Group has the size of eight companies plus one 

mall(Nongmi Mall) in five major sections including Nongmi Liangpin, Dr. Carbon Holdings, 

Zhongbei Energy, Oriental Pharmaceutical, and Fulesen(Singapore) Resources.

Kadidan Group Co., Ltd.

· Booth No：E2E37-38

· Tel：13735358080

· E-mail：KADIDAN0163@.com

· Website：www.dadidan.cn

· Function：With the artisan mentality, it focuses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ports brand clothing, 

serves customers with integrity and rigour, and rewards the society with pragmatic law compliance, and 

strives to make the company the most professional garment brand export company in China.

Zhejiang Keli Yinye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 Booth No：W4H36 

· Tel：0570-7025872 

· E-mail：master@yinzhang.com 

· Website：http://www.yinzhang.com 

· Function： THE DESIGN,DEVELOPMENT AND PRODUCE OF THE STAMP-PAD 

INK,INK PASTE,STAMP PAD,TOY STAMP,PRINTER.

Zhuji Zhenzhuzhigang Jewelry Co., Ltd.

· Booth No：W5E11-12

· Tel：13857521238

· E-mail：248596266@qq.com

· Website：www.harbourpearl.com

· Function：Bold design, innovation, so that the different forms of Baroque pearls live, 

giving them more cultural collection value.

Shengzhou Jialan Garment & Apparel Co., Ltd.

· Booth No：E4E62-63 

· Tel：15325850898

· E-mail：WWQ@JIALANCORP.COM

· Website：JIALAN CORP.COM

· Function： 2018 was rated as "China's Top Ten Tie Quality Enterprises" by the 

industry.

Zhejiang Hanxin Technology Co. Ltd..

· Booth No：W1D05-06,W4H31-32

· Tel：15105795567

· E-mail：Sale1@flask88.com

· Website：www.cnftr.com/www.flask88.com

· Function： 1. Strengthe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2. Establish Strong Globalization Consciousness.

Zhejiang tengxin umbrella industry co., ltd

· Booth No：W2G51-52，W2H29-30

· Tel：15088522078 (Wu Miaofeng)

· E-mail：tx@umbrella.cc

· Website：HTTP//WWW.UMBRELLA.CC

· Function：treated with 190T high-density impact cloth and DuPont Teflon 

coating, it is super waterproof, oil-proof and antifouling, and it is strong and 

durable when it is left dry.

Shixia Holding Co. Ltd.

· Booth No：W2E39-40

· Tel：13705769369

· E-mail：jack@shixia.com

· Website：WWW.CHINASPRAYER.COM

· Function：established in 1978,with total area of 80000M. There are 12 main 

series and more than 600 kinds of sprayer. More than 80% products export.Have 

ISO19001, ISO14000 and BSCI.

Zhejiang Tianwei Umbrella Co., Ltd.

· Booth No：W2F59-60

· Tel：15906858157

· E-mail：dw@eumbrella.cn

· Website：HTTP://WWW.EUMBRELLA.CN

· Function："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the self-motivation of the people of 

Tianwei to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ir work. 

Taizhou Teyi Plastic Manufacturing Co., Ltd.

· Booth No：W1F03-04 

· Tel：0576-82728699

· E-mail：Sales2@fullstar.net.cn

· Website：www.fullstarkitchen.com

· Function：Fullstar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plastic kitchen 

appliances.Our products are sold worldwide,which includes Europe,USA,East Asia 

and part of South America.

shuangma plastic manufacturing inc.

· Booth No：W1E79-80，W1F01-02

· Tel：13906581215

· E-mail：YILI@CHINA-SM.BIZ 

· Website：WWW.CHINA-SM.BIZ 

· Function： company has been in cooperation with many large foreign brands purchasers to establish 

strategic cooperation,to open up more and more business, let shuangma high end products to the world.

Zhejiang Gowith Luggage Co.,Ltd.

· Booth No：W2D47-48

· Tel：15867081826

· E-mail：qiuweiwei@hanser.com.cn

· Website：www.gowith.com.cn

· Function：Using high strength composite material,larger capacity,Japan imported 

silence wheel,mor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performance.

Taizhou Zhonggang Chemical Construction Co., Ltd..

· Booth No：W1F05-06 

· Tel：13634091861

· E-mail：429852909@qq.com

· Website：http://www.tztots.com/

· Function： We are a professional toilet cover factory, our factory toilet cover has 

plastic, wood, and PVC.

ZheJiang KangLongDa Speci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 Booth No：E4E55-56，E4F17-18

· Tel：13989586125

· E-mail：Mark@kanglongda.com.cn

· Website：www.kanglongda.com.cn

· Function：Most of the products use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fiber and aramid 

fiber in the world's three high-performance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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