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大鹏 电话：0531-85196375 E-mail:1808500954@qq.com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生态东营 Ecological Dongying6
《生态东营》新闻热线0546-8330771 15154609815 邮箱：jjdbdyxw@163 .com

出版：《经济导报》社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F24 邮编：250014 广告许可证：3700004000159 印刷：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社印刷厂)

东营获批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

新业态为外贸逆市出海“添底气”

E 图片新闻

◆记者 李志海

5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

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的批复》，同意在46个城市和地

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东营市位列其中。

外贸进出口总额

突破1600亿元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我国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跨境电商创

新发展的重大创举，即国家选择

发展基础好、带动作用强的城

市，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支

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方面

的标准化建设和监管措施方面先

行先试，通过机制创新、管理创

新、服务创新，破解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中的难题，形成一套适应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

服务规则，并将之在全国推广。

“东营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

有着独有的优势。”东营市商务

局局长西牧山介绍，去年，东营

市完成外贸进出口1629 . 1亿元，

其中出口342 . 8亿元，进口1286 . 4

亿元，进出口、出口和进口总额

分别列全省第4位、第9位、第2

位。全市培育形成了橡胶轮胎、

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精细化

工、石油装备、汽车零部件、精

密铸造等特色产业，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供应链条，具

备发展跨境电商的产业基础。

此外，东营还拥有东营综合

保税区、东营港、东营胜利机场

等载体，有空运航线17条、固定

海运航线4条(1条客货滚装线、3

条集装箱航线)、铁路4条、省级

以上公路14条，具备发展电子商

务的交通条件。

综试区设立让东营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综试区的设立让东营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随着综试区的

落地，必将吸引一大批企业到园

区聚集，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并

带动周边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在

当前传统外贸受各方面因素冲击

的背景下，跨境电商的独特优势

更加明显，新业态必将助力外贸

克难前行。”西牧山说，综试区

为 企 业 打 开 了 一 扇 新 的 “ 窗

户”，带动企业打造“线上”

“线下”两条腿走路的对外贸易

新模式，同时还能带动一批创业

者聚集，拉动就业，并推动东营

港、胜利机场等物流产业的快速

发展，极大地提高东营市经济外

向度。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带

给园内企业的优惠也是实实在在

的。”东营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

长荆静说，企业可享受到零售出

口“无票免税”、零售出口企业所

得税核定征收政策等优惠政策，

如综试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

企业试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办

法，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

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

按照4%确定，而现行税率为25%。

与此同时，企业通关将会更

加便利，进口监管条件也会放

宽。海关通过采用“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的便利措施进行监管

验放，提高企业通关效率、降低

通关成本。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求，按个人自用进

境物品监管。

加快推动全市

外贸转型升级

先行一步，东营把很多工作

都做到了前头。目前，该市已培

育了国内首家石油装备B2B跨境

电商——— 易瑞跨境电商平台，另

有胎大王橡胶轮胎电商平台、华

东石油交易中心、东商易购等电

商品牌。东营综保区发展跨境电

商的软硬件条件也进一步完善，

已建成30000平方米的国际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1700平方米的进口

商品直营中心和4210平方米的海

关专用监管仓库，并与10余家知

名电商平台洽谈合作，部分已经

落地实施。

建设了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安装配备了货物分拣系统等

软硬件配套设施，联通平台数据

接口，做好通关、物流、税收、

支付等方面支撑，逐步实现跨境

电商通关查验申报、物流配送、

数据交换、外贸协同、外汇信用

等综合服务，已具备开展跨境电

商的基本条件。

随着综试区正式批复，东营

市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该

市已初步制定了《中国(东营)跨

境电子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并赴青岛、河南许昌等地

市进行了学习。综试区将打造东

营综保区这一核心区，线上综合

服务平台、线下产业园区平台、

跨境电商双创平台等3个基础平

台，平台型企业、入驻商家、跨境

电商聚集区等3个业务主体，并完

善金融服务、物流等服务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跨境

电商软硬件建设，积极复制推广

其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的

成熟经验做法，开展探索创新，

优化贸易结构，与高校联合培养

储备电商人才，加快推动全市外

贸转型升级。”西牧山说。

河海潮音
He hai chao yin

E

东营13个小区列入

全省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导报讯 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山东省财政厅等6

部门联合近日发布《关于公布

全省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目名

单的通知》，确定承担全国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任务项目

93个，承担“4+N”改造融资

模式试点任务项目50个。其

中，东营市共13个小区列入全

省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13个小区中，东营区列入

4个，利津县列入清风小区等6

个，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列入

明月小区1个，垦利区列入垦

利区医院家属院1个，广饶县

列入广饶县法院家属院1个。

(柴旭康)

东营第二轮

消费券发放

导报讯 15日从东营市商

务局获悉，该市第二轮消费券

在5月16日上午10点通过阿里

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平台上准

时发放。在东营人员可登录支

付宝APP首页，或搜索“东

营”“消费券”等关键词进入

活动页面参与领券。

“东营消费券”分中心城

区券(东营区、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河口区券、垦利区券、广

饶县券、利津县券。消费者至多

领一个A券包和B券包，先领

先得，领完为止。 (吴楠)

生育津贴网上申领

导报讯 近日，为方便广

大参保职工业务办理，东营市

医保局开发了生育津贴掌上申

办功能，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

通过网上申领，不需要再跑腿

办理。

据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

介绍，新程序上线以来，市直

共有129人通过掌上申办功能

申报成功，累计申领金额达

133 . 13万元。开发的这个生育

津贴掌上申办功能，可以申报

2020年以后发生的费用，2020

年之前的费用还需要到医保大

厅办理。生育津贴申领在东营

医保App、支付宝上的“鲁医

保”和微信“东营医保”小程

序均可申报。 (王苗苗)

东营海关快速办理

国境口岸卫生许可证

导报讯 日前，东营海关

经过认真评审，向供应国际航

行船舶饮用水及食品的山东易

通达海事服务有限公司签发

《国境口岸卫生许可证》。

疫情期间，东营海关出台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措施，

积极引导企业通过“互联网+

海关”、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中国电子口岸等线上平台

办理业务；选派业务骨干提供

“一对一”帮扶，最大程度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文孝杰)

年底基本实现

固体废物零进口

导报讯 新修订的固体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将于2020年

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此次我

国明确将逐步实现“洋垃圾”

零进口写入法律，也给出了工

作时间表，今年年底东营将基

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东营地区进口废物原料主

要为废纸和废铜，由于进口废

物原料来源广泛，安全、卫生

和环保风险较大，同时企业对

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所预

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补充原

料供应，从长远来看，此举将

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

护国内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

(张涛)

综试区为企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带

动企业打造“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对外

贸易新模式

员工返岗审批当日办结

利津“点对点”帮扶助企复工复产
导报讯(记者 李志海 通讯

员任万帅 张晓晨)5月11日，

利津县泰山石膏(东营)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数辆叉车来

回穿梭，将刚“出炉”的纸

面石膏板运往库房。公司总

经理杨晖告诉记者：“公司

主要以工业废渣为原料生产

纸面石膏板，年产量5000万

平方米，随着复工复产问题

顺利解决，公司于3月3日正

式复工，当前生产经营态势

良好，员工工作热情非常高

涨，产量达到正常水平，同

时，原料及成品运输顺畅，

产销及时，早就完成了库存

清仓。”

企业复工复产之际，利

津县抽调686名机关干部下沉

企业、工地、村居等，建立

对接联系服务机制，对“四

上企业”全部落实“一对

一”驻企联络员，“点对

点”帮扶企业，帮助解决影

响复工复产的难题，指导企

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

复工生产实施方案，督促企

业加强对返岗员工健康管理

和监测，抓好公共区域的消

杀防疫，确保企业安全生

产，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

总体战、阻击战。

员工顺利返岗，企业复

工复产才有希望。利津县坚

持执行返岗审批“当日办

结”制度，开展返岗“点对

点”定制运输，实现从“家

门口”到“厂门口”的无缝

对接，对符合条件的用工企

业包车以及市外务工人员通

过铁路、客运等方式来利津

的交通费用进行全额补助。

对重点科技人才返岗及企业

新引进科技人才开辟“绿色通

道”，在交通、防疫、食宿等方

面提供“一对一、一条龙”服

务，吸引重点人才流入。

令杨晖惊喜的不仅是返

岗审批快。“复工后，防护

物资短缺，驻企联络员及时

将我们的情况汇总上报，之

后县里一直对我们的防护物

资‘满格’供应，先后向我

们提供口罩3000余个，保障

了员工的安全健康。”杨晖

说。利津县积极为复工复产

企业提供疫情防控物资，截

至目前，发放口罩 1 8万余

个，红外测温枪200余个。

疫情期间，利津县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劲，一

手抓复工复产不动摇，组建

企业复工服务办公室，及时

了解企业需求，全面指导企

业解决交通运输、市外人员

返岗等难题，保证企业复工

复产平稳有序。该县专门研

究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

关的16条政策意见，集中金

融、信贷、人社、税收等资

源向企业倾斜，为企业尽快

恢复生产创造条件。

导报讯(记者 李志海 通讯员 黄颖

丁少伟)5月11日，东营市东营区委经济工

作会如期召开。但细心的人发现，与以往

区委主要领导就坐于主席台中心位置不

同，这次会上，山东蓝海酒店集团董事长

张春良、胜利油田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喜庆成了主席台“主角”，区委

主要领导则分列于两位企业家左右两侧。

不仅如此，台下前排就座的人，也由原来

的各部门负责人变成了11名企业家。

对于这次参会的经历，山东永利精工

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东昌直言

感动。“主动让企业家就坐主席台和前

排，这不仅仅是一次现场，而是通过这次

不同的会议形式，传达给企业一个信号，

他们(政府)在变，变得越来越让我们企业

觉得暖心。”也正是政府给予的这些“感

动”和支持，近几年，永利精工从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跃升为出口外贸重点

企业，靠着石油套管接箍这一核心产品，

发展为目前国内油套管接箍行业中生产规

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企业之一。

“企业家是城市的脊梁，为企业家服

务就是为发展大局服务，为企业‘站台’

就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站台’。我们要主

动让企业家站‘C位’、坐‘C位’，落实弘扬

企业家精神。”东营区委书记成秋林说。

企业做优做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要素。今年以来，东营区加强

政策引导扶持、创优营商环境、加大防

范化解企业风险力度，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支持、全生命周期服务，最大限度地

激发企业活力、释放发展潜能。区委经

济工作会上，重点企业负责人主席台第一

排“C位”就坐，无疑是东营区重视企业

家、当好“店小二”的最好注脚。

“今年，东营区顺应市场经济规律，

全力稳企业、保市场，落实区领导联系企

业、区直部门服务企业、驻企联络员等制

度，畅通解决企业难题直通车，分类制定

精准帮扶措施，以‘让企业感到最舒服的

服务’助企解困、共渡难关。”成秋林

说，全区用好支持工业、服务业、建筑业

发展3个“十条意见”，逐行业编制各级

惠企政策流程图，为企业讲政策、送政

策、跑政策，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让政策阳光雨露惠及所有企业。与

此同时，该区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在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梳理产业

链供应链薄弱和缺失环节，以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为枢纽，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线

上匹配，打通上下游链条“堵点”，推动

全链条、内外贸协同；还出台进一步支持

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意见，完善柔性执法、

“首次不罚”清单、企业家紧急事态应

对、重大涉企案件风险报告等容错关爱制

度，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培育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领军人。

截至目前，全区132个区重点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40 .1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22 . 7%。

东营区让企业家
坐“C位”当“主角”

导报讯(记者 李志海

通讯员 钟鹏飞 张银川 )

“大娘，施工队给您家整修的

房子怎么样？”5月9日，趁中

午休息时间，广饶县花官镇

民政办副主任牟冉冉来到该

镇古道东村薛林英家中，查

看她家的房屋修缮情况。

见到牟冉冉到来，薛林

英忙将其让进家里，看着翻

砌一新的屋顶和水泥硬化的

院子，直夸扶贫政策好。“真是

赶上了好时代，没用自己花一

分钱，就把家里拾掇得这么

亮堂，感谢政府啊！”

今年65岁的薛林英是省

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家的

房屋虽然不属于C级、D级危

房，但外墙墙皮脱落严重、部

分屋顶漏雨、院子没有硬化，

遇到阴雨天，进进出出十分不

便。作为其帮扶责任人的牟

冉冉在前期走访中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主动帮其申请

“靓居工程”政策，经过县

镇两级审核和第三方评估确

定工程量后，村委联系施工

队，对裸露墙皮和漏雨屋顶

进行修补，同时对院子进行水

泥硬化。老房子旧貌换新颜，

薛林英一家也有了精气神。

让薛林英从中受惠的“靓

居工程”，是广饶县今年着眼

于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

实施的一项重要脱贫攻坚举

措。该工程主要针对全县享受

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即时

帮扶户。对贫困户房屋存在安

全隐患的，经过安全鉴定，由

住建部门纳入危房改造计划，

落实危房改造补贴，推进危房

改造，真正让贫困户住得靓

洁、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截至目前，全县符合

“靓居工程”施工条件的

1367户贫困户庭院已经改造

完成310户，剩余的1057户将

于5月前全部改造完成。

广饶310户贫困户入住“靓居”

无人机“上岗”

5月6日，在东营区牛

庄镇一处绿油油的麦田

上，35架航空植保无人机

正在实施小麦病虫害专

业化统防统治。当前，

东营区15 . 1万亩小麦已经

进入了扬花期，是预防

赤霉病、麦蚜等病虫害

的关键时刻。东营区组

织4个由农业专家、农技

人员组成的督导组，深

入到全区小麦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把握时机及时

开展病虫防控，力保取

得夏粮丰收。 (黄颖)

利津县抽调686名机关干部下沉企业、

工地、村居等，对“四上企业”全部落实“一对

一”驻企联络员，“点对点”帮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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