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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6日上午，黑龙江省政府
新闻办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新闻中心，开展了以

“最北自贸试验区，开放合作
新高地”为主题的中国（黑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周年建
设新闻发布会。黑龙江省商
务厅厅长、省自贸办主任康翰
卿，哈尔滨海关副关长朴明
华，哈尔滨片区管委会专职副
主任任海龙，绥芬河市委书
记、绥芬河片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黄士伟，黑河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李士舟出席，对挂牌
一年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建
设成果进行发布，并答记者
问。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是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
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
服务贸易展会，今年初，被列为
党中央的重大对外活动。9月
4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据哈尔滨海关副
关长朴明华介绍，自贸一年间，哈尔滨海关突
出沿边和对俄特色，在制度创新上，以促

进贸易便利化为目标，形成了“落地一批、
申报一批、储备一批”的海关制度创新滚
动工作模式。先后有两批 4 项创新举措获
海关总署备案，在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先行
先试。

根据边境贸易粮食进境批次多批量小
的特点，从优化检疫许可流程和指定加工管
理角度出发，提出了“优化黑龙江边境自贸片
区进境俄罗斯粮食检疫流程”创新举措；为支
持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和中俄边境地区中药
材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出了“俄罗斯低风险植
物源性中药材试进口”创新举措，根据国内急
需、风险可控的要求，将允许进口的中药材种
类由 5种扩大到 15种；根据龙江加工贸易行
业发展需要，提出了“优化加工贸易料件消耗
申报核销管理”创新举措，依托企业自主声明
简化前置审批手续，强化事中事后监督；主动
对接服务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建设，提出了

“跨境运输车辆监管信息一站式备案”创新举
措，打造信息共享、执法互助、方便快捷的跨
境运输车辆监管信息系统，实现进出境车辆
监管资源共享、信息共用，畅通国际物流通
道。

这些制度创新举措突出了三个特点：一
是突出沿边和对俄特色，4项举措中有3项是
直接针对促进边境贸易发展而提出并取得良
好成效；二是突出协同创新要求；三是突出贸
易便利化需求。

另据了解，自贸一年间，哈尔滨海关先后
出台了多项支持措施和创新举措，助力片区
发挥优势、错位发展，推动自贸试验区体制机
制创新。

在支持措施上，从推进大通关、搭建大平
台、畅通大通道、服务大创新 4 个方面出台
20项支持措施，为促外贸稳增长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提升贸易便利水平，推动贸易转型

升级方面提出：支持自贸试验区医药类企业
发展，支持农业“走出去”企业发展，优化进
口肉类检疫监管模式等措施；在支持沿边地
区开放，打造开放合作平台方面提出：支持
服务会展经济发展，支持自贸试验区设立食
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作业场地，支持自贸试
验区木材加工产业发展等措施；在落实“一
带一路”战略，支持物流枢纽建设方面提出：
支持黑龙江省开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
支持企业依托中欧班列、哈绥俄亚陆海联运
大通道开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支持大黑河
岛设立国际游艇码头口岸等措施；在发挥高
地引领作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提出：
优化黑河对俄购电运营主体进口电力通关
模式，支持黄大豆 1号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支
持黑河片区、绥芬河片区内有条件企业开展

“两头在外”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保税维修
业务等措施。

4项创新举措获海关总署备案先行先试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一年来，哈尔滨海
关有4项创新举措获海关总署备案，在黑龙江
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其中，“优化黑龙江边

境自贸片区进境俄罗斯粮食检疫流程”创新，
因为让赴俄种植企业跨境回运俄粮更便捷而
格外受关注。哈尔滨海关副关长朴明华关于

“优化进境俄罗斯粮食检疫流程”这一海关创
新举措回答了记者提问。

边境地区进境粮食具有批次多、批量小、
监管流程长等特点，进境批次量占全国 75%，
而数重量仅占全国 0.5%，企业办理审批手续
频繁，提前确定加工企业存在困难。

哈尔滨海关结合边境贸易特点，对从黑龙
江自贸试验区（主要是黑河、绥芬河两个边境片
区）进境的俄罗斯毗邻地区粮食，依托前期风险
评估，通过简化环节再造流程，优化许可审批方

式，在保障海关监管进口粮食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简化进境检疫审批要求，允许企业在事前许
可申请环节不填报加工厂信息，在粮食实际进境
环节，确定加工厂后，向海关报送有关信息，便利
了俄粮回运。采取“优化黑龙江边境自贸片区进
境俄罗斯粮食检疫许可流程”的方式，可以大幅
缩短通关时长，实现高效集约监管，有利于企业
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速度，增强企业获得感，
同时缓解海关口岸监管压力。

此项举措将有力支持俄罗斯优质农产品
输华，在中俄边境自贸片区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自年初创新举措获批以来，已审批进境
粮食4.1万吨。

优化检疫流程跨境回运俄粮方便了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黑龙江自贸试验
区肩负着建设向北开放窗口的重要任务，哈
尔滨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任海龙就哈尔滨
片区在落实对俄及东北亚开放合作升级方面

回答了记者提问。
聚焦打造“面向俄罗斯和东北亚全面开

放的承接高地”这一国家赋予哈尔滨片区的
重要功能定位，哈尔滨片区积极打通对外合
作的物流链、产业链、金融链和科创链等四个
链条，实现对外合作迈上新台阶。面对新冠
疫情影响，外贸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49.85%，
其中对俄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4.01%。

任海龙说，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升国际
竞争力，哈尔滨片区将着力推进“四个中心”建
设。一是着力打造跨境物流服务中心。充分
发挥地处东北亚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以大数
据运营为核心，积极支持俄运通等跨境物流平
台企业拓宽服务渠道，努力为跨境物流企业特
别是中小型物流企业提供集货物疏运、信用担
保、保税仓储等功能为一体的供应链服务，助
推跨境物流全过程降本增效，集聚更多的跨境
物流企业入驻。二是打造区域性跨境人民币
结算中心。依托哈尔滨片区坚实的产业基础

和活跃的金融市场，积极支持哈尔滨银行等金
融机构进一步扩大对俄结算的网络覆盖，拓宽
跨境人民币的支付渠道，提升中俄本币现钞的
集散能力、对俄跨境电商的线上支付能力和对
俄汇率避险服务能力，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对俄
相关支付结算业务。三是打造加工贸易产业
集聚中心。利用哈尔滨片区出台的“黄金三十
条”“新‘驱’二十五条”等系列优惠政策，借鉴
香港、新加坡“店”“厂”“仓”分设分立的对外贸
易加工模式，通过引入“飞地经济“，串联边境口
岸，共同组建对外加工贸易共同体，吸引更多从
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总部落户片区，释放集聚带
动效应。四是打造对俄科技成果离岸孵化中
心。采取“一企两地”模式，与诚通集团、万科集
团等知名企业合作，提升哈尔滨和俄罗斯离岸
孵化器的承载能力，推动片区企业走进俄罗斯
市场。依托省工研院对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吸引俄罗斯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在哈尔滨片区
转化落地，助力片区产业转型升级。

“四个中心”打造对俄合作升级版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绥芬河市委
书记、绥芬河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士
伟，就抢抓自贸新机遇，“百年口岸”发生
了哪些新变化，以及兴边富民的特色和亮
点，回答了记者提问。

变化之一，开放格局实现新拓展。构
筑起以自贸试验区“一区引领”，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
区、互市贸易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境外园区“七区联动”的协
同发展格局，片区以占全市 4.34%的面积，
集聚了 71%的企业，贡献了 70%的税收、
65%的进出口，不仅成为扩大开放的“主
阵地”，更成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变化之二，枢纽功能得到新提升。中
欧班列、陆海联运班列加频加密开行，区
内进出口商品达 1400 多个品种，进出口
货运量占全省近 80%。跨境电商“9610”和

“1210”系统开通运行，肉类进口、中草药落
地加工试点等政策相继落地，为打造边境
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变化之三，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复
制推广全国 143项改革试点经验，推出第
一批 21项制度创新案例，初步认定全国首
创型 11项，4个案例参评全国最佳实践案
例。深入落实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意见，设立
了全国首个中俄互市交易结算中心，开通了
全国首个铁路互贸交易市场，率先将互贸商
品来源拓展至韩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等国家，累计完成交易额29.3亿元。

变化之四，产业平台迈向新层级。片
区新签约投资项目 56 个，投资额 59.5 亿
元。相继启动了中俄木材交易加工中心、
集疏运物流产业园等一批重大平台项目，
建成了油脂、饲料加工等一批“头”在境
外、“尾”在境内的全产业链项目。木业规
模以上企业，占全省同行业的 1/3，阔叶
单板年产量占国内 70%，成为全国最大的
供销集散地。

变化之五，市场主体迸发新活力。出
台了促进片区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
投资项目“承诺即开工”等一系列创新创
业政策，实施了“舱单归并”“无纸化通
关”等通关便利化改革。启动招商引资

“百日会战”，今年前 8个月片区新增市场
主体 1938家（企业 522家），其中 8月当月
新增市场主体 580家，同比增长 171%，彰
显了自贸区的制度优势。

“百年口岸”“五变”
创新活力迸发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去年，黑龙江省与广东达
成自贸片区对口战略合作，黑河片区与珠海横琴片区
成功“牵手”。黑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士舟，就黑
河片区与珠海横琴片区围绕制度创新、政务服务、贸易
便利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取得的成效，回答记者提问。

李士舟介绍，学习借鉴广东自贸区成功的经验，
通过学习珠海市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端“粤省事·珠
海”“琴易办·横琴”等APP数据平台，加快推进黑河自
贸片区大数据政务服务线上“一网通办”，建设完善片区
大数据平台，积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开通了两地航线，实现了自贸片区间多元联动。双

方共同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互补优势和市场
潜力围绕农业、能源、科技、旅游、中医药等产业开展全
方位合作。充分利用俄罗斯及黑河农产品中药资源优
势，以及黑河口岸中药材试进口政策，共同推进“绿色农
产品加工基地和中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共同招商引
进企业。下一步将利用俄罗斯能源资源优势，拓展黑河
现有园区规模，提升“俄电加工区”发展水平，共建“飞地
园区”；在清洁能源及化工新材料领域开展系列合作。
引进智力资源和先进的创新发展模式。携手珠海市横
琴创新发展研究院，共建黑河分院，开展自贸区创
新发展研究。

南北合作碰撞创新火花

本报6日讯（李刚 记者张长虹）根据黑龙江省水文水
资源中心消息，6日，我省17条河流水位偏高，11条河流超
警戒水位。

黑龙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0.30米~4.00米；
与历年同期相比，整体高 0.45米~2.25米。抚远站流量
21400立方米/秒。

嫩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0.18米~2.70米；与
历年同期相比，整体高1.35米~2.35米。江桥站流量2890
立方米/秒。

松花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整体低0.05米~2.76米；
与历年同期相比，整体高0.43米~2.97米。佳木斯站流量
10600立方米/秒。

乌苏里江水位与警戒水位相比，饶河段低0.74米，其
他江段高0.12米~0.22米；与历年同期相比，整体偏高2.60
米~3.16米。海青站流量5920立方米/秒。

18条中河中，拉林河水位基本持平，额木尔河、甘河、
呼兰河、呼玛河、蚂蚁河、牡丹江、穆棱河、挠力河、讷谟尔
河、诺敏河、绥芬河、汤旺河、通肯河、倭肯河、乌裕尔河、逊
毕拉河、雅鲁河等17条河流水位偏高0.42米~2.59米。

6日早 8时，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水位116.63米，比5
日上涨0.04米，低于警戒水位1.67米，流量2500立方米/秒。

全省共有 11条河流 13站点超过警戒水位 0.04米~
1.47米，其中别拉洪河超保证水位0.22米。

逊毕拉河吴家堡站超警1.47米、乌苏里江虎头站超
警0.22米、乌苏里江海青站超警0.12米、挠力河菜咀子站超
警0.22米、别拉洪河别拉洪站超警0.62米、呼兰河呼兰站超
警0.04米、努敏河四方台站超警0.09米、通肯河联合（二）站
超警0.30米、通肯河青冈（东桥）站超警0.22米、泥河泥河
（三）站超警0.12米、蚂蚁河莲花（二）站超警0.44米、科洛河
科后站超警1.11米、雅鲁河碾子山（二）站超警0.16米。

截至8时40分，全省有报汛任务的水库中，8座大型
水库、28座中型水库、31座小型水库超汛限运行。

我省有报汛任务水库共计569座，其中大型28座，中
型99座，小型442座。目前8座大型水库、28座中型水库、
31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0.02米~1.46米运行。

11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黑河片区与俄罗斯远东
第三大城市一江之隔，区位条件优势非常明显，跨境
电商日渐成为边境线上对俄贸易的重要角色。黑河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士舟，就黑河片区在跨境电
商方面取得的成果回答记者提问。

黑河自贸片区成立以来，跨境电商实现了快速
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新局面。2019 年，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交易额达 15 亿元，2020 年上半年，在疫情
的影响下，交易额仍然完成 6.5 亿元，其中网络零售
额的增长比例更是高达 11.2%。尤其是今年又成功
获批了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物流多仓联动
数据集成新模式”，已经成为在全省进行推广的创

新案例。“多仓联动”创新模式，既提升了跨境商品
物流的中转效率，也降低了跨境电商企业的物流成
本，优化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境外货物通过海外
仓的集货功能并与境内边境仓和中继仓实现快速
联运，使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间一天内完成快
速通关，再通过 B2C模式快速派送给全国各地的用
户。

李士舟说，下一步黑河片区将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模式扩
大“多仓联动”布局的覆盖面和规模，提升跨境商品
集货配送能力，逐步完善线下支撑体系，开通国际包
裹线路，完善配套功能，建设跨境电商产业链。

多仓联动破解跨境电商物流难题

■■■■■■■■■■■■■■■■■■■■■■■■■■■■■■■ 以占全市4.34%的面积，集
聚了 71%的企业，贡献了 70%的税
收、65%的进出口

■■■■■■■■■■■■■■■■■■■■■■■■■■■■■■■ 区内进出口商品达1400多
个品种，进出口货运量占全省近80%

■■■■■■■■■■■■■■■■■■■■■■■■■■■■■■■ 推出第一批21项制度创新
案例，初步认定全国首创型11项，4
个案例参评全国最佳实践案例

■■■■■■■■■■■■■■■■■■■■■■■■■■■■■■■ 片区新签约投资项目 56
个，投资额59.5亿元

■■■■■■■■■■■■■■■■■■■■■■■■■■■■■■■ 今年前8个月片区新增市
场主体1938家（企业522家），其中
8月当月新增市场主体 580 家，同
比增长171%

■■■■■■■■■■■■■■■■■■■■■■■■■■■■■■■“优化黑龙江边境自贸片区进境
俄罗斯粮食检疫流程”优化检疫许可流
程和指定加工管理

■■■■■■■■■■■■■■■■■■■■■■■■■■■■■■■“俄罗斯低风险植物源性中药材
试进口”将允许进口的中药材种类由5种
扩大到15种

■■■■■■■■■■■■■■■■■■■■■■■■■■■■■■■“优化加工贸易料件消耗申报核
销管理”简化前置审批手续，强化事中事
后监督

■■■■■■■■■■■■■■■■■■■■■■■■■■■■■■■“跨境运输车辆监管信息一站式
备案”车辆监管资源共享，畅通国际物流
通道

■■■■■■■■■■■■■■■■■■■■■■■■■■■■■■■ 通过简化环节再造流程，优化许
可审批方式，在保障海关监管进口粮食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进境检疫审批
要求，允许企业在事前许可申请环节不
填报加工厂信息, 在粮食实际进境环
节，确定加工厂后，向海关报送有关信
息，便利了俄粮回运

■■■■■■■■■■■■■■■■■■■■■■■■■■■■■■■ 提供功能为一体的供应链服务，
助推跨境物流全过程降本增效，集聚更
多的跨境物流企业入驻

■■■■■■■■■■■■■■■■■■■■■■■■■■■■■■■ 提升中俄本币现钞的集散能力、
对俄跨境电商的线上支付能力和对俄汇
率避险服务能力

■■■■■■■■■■■■■■■■■■■■■■■■■■■■■■■ 利用系列优惠政策，共同组建
对外加工贸易共同体，吸引更多从事
加工贸易的企业总部落户片区

■■■■■■■■■■■■■■■■■■■■■■■■■■■■■■■ 同知名企业合作，提升哈尔滨
和俄罗斯离岸孵化器的承载能力，推
动片区企业走进俄罗斯市场

■■■■■■■■■■■■■■■■■■■■■■■■■■■■■■■ 开通了两地
航线，实现了自贸片
区间多元联动。充
分利用俄罗斯及黑
河农产品中药资源
优势，以及黑河口岸
中药材试进口政策，
共同推进“绿色农产
品加工基地和中医
药 产 业 园 ”项 目 建
设，共同招商引进企
业。

■■■■■■■■■■■■■■■■■■■■■■■■■■■■■■■ 开通了两地
航线，实现了自贸片
区间多元联动。充
分利用俄罗斯及黑
河农产品中药资源
优势，以及黑河口岸
中药材试进口政策，
共同推进“绿色农产
品加工基地和中医
药 产 业 园 ”项 目 建
设，共同招商引进企
业

■■■■■■■■■■■■■■■■■■■■■■■■■■■■■■■ 2019 年，跨
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交易额达 15 亿元，
2020年上半年，在疫
情的影响下，交易额
仍然完成 6.5 亿元，
其中网络零售额的增
长 比 例 更 是 高 达
11.2%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黎明村天丹蜂业养殖基地内，曾
经的下岗职工曹景文家的蜂蜜丰收了。曹景文自主创业
自学养蜂技术，经过多年实践，成为养蜂酿蜜能手，现在
有自己的养蜂基地，在市区还有实体店，因为他的蜂蜜品
质好，深受消费者青睐，年销售蜂蜜40余万元，纯盈利10
多万元。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上接第一版）创新边民互市贸易模式，落实兴边富
民政策。绥芬河片区创建了集边民组织、跨境结算、分销
加工等于一体的全流程监管模式，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
互市贸易完成过货量12.5万吨、交易额7.93亿元，参贸边
民 13.2万人次。开通国内首个铁路互贸交易市场，推动
国内首个中俄互贸加工产业园建设，全面落实兴边富民
政策，全力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率先将互贸商品来
源地拓展至韩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3国，在深耕
俄罗斯传统市场基础上，以边民互市贸易新模式，打开

“边境有边、贸易无边”的国际新视野。黑河片区以数字
化流程和数字化监管为核心，建立了数字边民互市贸易
管理体系。在评估分析和预警基础上，创新互市贸易进
口农产品加工监管新模式，优化了审批层级、提高了审批
效率、节省了企业成本。疫情期间各片区为保障口岸货
运通道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黑河片区利用跨境电商海
外仓自俄回运防疫物资 1279万余件，俄罗斯疫情严峻
时，又复运俄罗斯 1.2亿余件抗疫物资，推动中俄互帮互
助的关系更加紧密。绥芬河口岸创新陆路口岸通关闭环
管理，在严防疫情输入风险的同时，确保货物畅行通关。

沿边合作新样板

（上接第一版）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伊春5个
地市水务局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防御工作做了发言。

会议指出，本次台风“海神”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暴
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成灾风险高，且当前江河湖库水
位较高、防洪能力低，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可能存在麻痹思
想、抱有侥幸心里。为此，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务必要认
清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宁可信其有，宁可信其大，提前
动员部署，及早进行安排。

会议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一要加强预测预报
预警。要密切监视台风动态和雨水汛情发展，加强与气
象、水文联合会商研判和滚动预测预报，加强短期和临近
预测预报，强化暴雨区内重要水库和江河控制断面的来
水预报。二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和科学调度。特别
是中小型水库，确保每一座水库都有人巡查和值守，发现
险情及时通知下游受威胁地区人员转移避险。要加强水
库汛限水位监管，决不允许水库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确
保水库安全度汛。三要突出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山
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三大运营商”作
用，确保第一时间向相关责任人和受威胁地区群众发布
预警信息，提请基层地方政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
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四要加强堤防巡查防
守。要严防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超标洪水，全力做好
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等重要河流堤防和
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尤其要加强薄弱堤段、险工险段
等巡查力度，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及时预警、及时上报。
五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执行 24小时领导
在岗带班和技术人员值班值守制度，强降雨期间，要打破
常规值班值守排序，各级水务局主要领导要在岗带班。

中小河流可能发生
较大洪水和山洪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