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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保税区成全球投资热土
文化贸易、平行进口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1 月 13 日，

2020 中国产业经济发展论坛在浦东举

行。会上，长三角文体旅大健康产业联盟

宣告成立，旨在携手各方深入践行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长三角文体旅大健

康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据悉，长三角文体旅大健康产业联盟由

中企产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张

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德胜文旅、上联

智库等联合发起，首批会员单位30多家，联

盟将携手文体旅大健康产业、专家智库、加

速器及政府机构，共同探索长三角文体旅

大健康产业的新市场与新机遇，构建新格

局下的优质资源共享共建服务平台。

对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人民网

人民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于承龙认为，

大健康产业前景广阔，需要用企业家的眼

光去洞察未来，在大健康产业里把准脉。

此外，大健康产业需要文化、体育、旅游的

融合发展，因为这三者本质上都是满足人

的多维度需求，创造更加丰富的产业和服

务。“大健康产业需要产业联盟来推动要素

市场的整合，更需要在一个快速发展区域

里有好的顶层设计。长三角文体旅大健康

产业联盟的成立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圆桌讨论环节，张江跨国企业联合

孵化平台董事长吴家翔、德胜文旅执行董

事徐立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院长王福胜、矽垚资本合伙人陆耀辉、

复沅汇加速器董事长王复围绕“长三角文

体旅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与新趋

势”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近日，注册于外高桥的幻电科技一次

性完成 1.5亿美元资本金增资，为 2020年

上海自贸区外高桥片区招商引资带来“开

门红”。

作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

载体、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域、国际金

融中心的重要突破点，外高桥保税区内除

了传统产业外，文化贸易、平行进口等新

兴经济业态也加快发展，成为了全球投资

创业热土之一。

记者另从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

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19年11月，外高桥

保税区经营总收入达到 1.7万亿元，同比

增长4.5%。此外，商品销售总额超1.59万
亿元，同比增长4%；进出口总额8100多亿

元，同比增长5.9%。

开放让上海自贸区
“包罗万象”

1月1日，上海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

心（又称D.I.G.）再添新分店——银宵路店

正式开门营业，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D.I.G.为什么火？进口商品价格亲

民是其主要优势。作为外高桥集团股份

从上海自贸区建设之初就开始尝试的新

型商业模式，D.I.G.通过海外自采模式，

将商品进价再次降低。

在不少专家的眼中，上海自贸区已成

为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象征。从“保税

展示交易”“跨境电商”到“进口商品直

销”，外高桥集团股份不断打破原有的层

层进口贸易束缚，让国内消费者得到“公

平”的进口价格。

去年 6月，升级版的D.I.G.PLUS（森

兰店）开业，并成为进博会“6天+365天”

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之国家馆项目的延伸，

这里不仅为国家馆及其他专业平台打造

商品对接的渠道，更为终端消费者打造了

集展示与销售为一体的线下综合型体验

场景，成为了具有自贸区基因、兼具外高

桥各大专业平台特色的全新零售平台。

据悉，外高桥各大专业平台，如国际酒类

展示贸易中心、化妆品展示交易平台、平

行进口汽车展示平台、国际钟表珠宝专业

服务平台以及自贸区国家馆平台等都择

其优质商品在D.I.G.PLUS（森兰店）进行

零售，让市民直接感受到自贸政策带来的

红利。

设立在外高桥的意大利阿尔卑斯航

空首个中国展厅近日也传来好消息：不仅

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其位于长三角的生

产基地也正加紧筹备。同时，他们还在对

接临港的通用航空飞行营地，着手开展后

续的飞行培训、飞机停场起降等业务。其

中国合作伙伴——中国中联投通航事业

部总经理徐晓骏表示，外高桥独有的保税

检测维修、贸易便利化等举措，让一切都

有了展开的可能。

外高桥集团股份方面表示，建立直采

渠道，是为了掌握海外资源，拿到一手海外

价格，掌握定价权；开设保税展示，则让海

外客商找到了更快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

开放，让外高桥这片热土上的生意

“包罗万象”，让卖飞机、买平行进口车、购

买全球同价商品成为可能。

文化贸易等新兴业态
不断壮大

截至目前，外高桥保税区已引进98家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共计超过250家各类总

部，形成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态势。值得

一提的是，文化贸易正成为外高桥的一张

“新名片”。

今年，建筑面积达 6.83万平方米、全

球面积最大的艺术品综合保税仓库——

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将全面启

用。目前部分境外艺术品相关领域巨头

已和服务中心达成了租赁意向。

上海自贸区为文化类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产业规模不断

提升，目前上海自贸区文化产品进出口总

值占到上海市的 40%左右，成为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

经过6年的用心运营，如今外高桥集

团股份文化贸易额从2013年的30亿元发

展到2018年的400亿元，艺术品进出境额

2018年达到 80亿元。今年，一项新的文

化产业将在这里冉冉上升，外高桥集团股

份正在规划打造产业功能融合、服务配套

多元、线上线下互动、流量转化变现的“森

兰电竞产业园”。

“电竞产业作为文体产业的新业态，

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大力发展电

竞产业，带动‘文化+体育+商业+生态’等

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是外高桥集团股份在

文化产业做深做大的新航向。”外高桥集

团股份副总经理胡环中在高行森兰电竞

论坛上表示。

“文艺范”仅是外高桥力求“改变形

象”的一部分。外高桥集团股份还在做大

做强酒类、钟表、汽车、工程机械、机床等

专业贸易平台，促新业态不断诞生、产业

转型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纷

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外高桥保税区商品

进出口实现“逆势飞扬”，其中化妆品、珠宝

首饰等高端消费品进口额增长了60%。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
杂志对全球1200多个自由贸易园区2018
年度指标进行测评，外高桥保税区荣获亚

太区最受大客户欢迎奖、贸易便利化奖、

企业增资扩容奖、透明度提升力度奖等 4
项大奖。

此次评选活动中，外高桥保税区是全

球唯一获透明度提升力度奖荣誉的自由贸

易园区，也是亚太区唯一获最受大客户欢

迎奖荣誉的自由贸易园区。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移动通

信及物联网核心芯片供应商紫光展锐宣

布，已携手华为打通 5G SA 网络下的

VoNR通话，包括语音和视频。本次测试

采用基于紫光展锐首款 5G多模调制解调

器春藤 510的移动测试终端，以及华为 5G
端到端解决方案。

据了解，VoNR即Voice over NR，指

话音承载在 5G基站上，VoNR是 5G网络

的目标语音解决方案，本次通话的成功，表

明紫光展锐的5G芯片平台已经准备就绪，

5G端到端产业链不断完善。

作为 5G 芯片核心供应商之一，紫光

展锐全力支持全球 5G终端的商用落地。

2019 年 2 月，紫光展锐发布 5G 通信技术

平台马卡鲁，以及 5G多模基带芯片春藤

510。其中，春藤 510 以高集成、高性能、

低功耗的特性，已可广泛应用在多个垂直

行业。

长三角文体旅大健康
产业联盟在浦东成立

紫光展锐携手华为
打通5G VoNR通话

▲上海自贸区不断推

进改革创新，成为全球投资

创业热土之一。

□陶钧 摄

◀“文艺范”也将成为

外高桥的一个“标签”。图

为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

□外高桥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钟

海）昨日，1个装有 23.94吨美国鸡爪的

集装箱在上海关区进行卸货查验并获

准通关，这标志着美国禽肉被禁止输

华 5年来首批产品顺利通关回归中国

市场。

当天，海关关员在卸货现场核对箱

封及货物包装标识、感官检验合格判

定，第一时间签发了《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证明》，保证该批禽肉产品的安全。

每年元旦和春节前后都是国内肉

类消费市场的黄金时期，更多国外优

质农副产品陆续获准进入国内市场，

将给老百姓春节年货清单上增添更多

选择。

据介绍，因美国国内曾爆发禽流感

疫情，2015年 1月 9日，我国发布《关于

防止美国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

公告》，全面暂停了美国禽产品的进口。

2019年 11月 14日，海关总署和农

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解除美国禽肉

进口限制的公告》（2019年第177号），宣

布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解除此前我国对

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允许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2019年

11月22日、12月25日，海关总署又先后

对外公布了美国172、177家禽肉企业的

对华出口资质，以及允许对华出口禽肉

产品名单，这也是中美双方经过前后13
次经贸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的初

步成果显现。

为了更好满足市场供给和人民生

活需要，海关总署 2019 年进一步优化

进口肉类准入程序，全年新增俄罗斯

禽肉、玻利维亚牛肉、意大利猪肉、立

陶宛牛肉等 16个国家肉类产品准入，

扩大了巴西猪肉、荷兰牛肉、泰国禽肉

等 21个国家已准入肉类产品的品种范

围。此次春节前夕登陆上海的美国禽

肉，也是这一轮扩大进口政策所释放

的红利。

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数据，2019年
全年上海口岸进口肉类贸易量达到

222.35万吨，同比增长 83.6%，增幅非常

明显，肉类进口量首次跃居到全国第一

位。

一方面肉类贸易量的激增，另一方

面上海海关也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

务。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口岸营商环境，上海海关进出口食品安

全处研究制定了包括下调进口肉类抽

样比例、压缩实验室检测周期等 7项便

利化措施，为上海口岸进出口贸易环境

创造了更多便利。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金轩）近

日，金桥企业沪东中华建造的亚马尔项目

第二艘LNG运输船“天璇星”交付，交付时

间比合同期提前了3个月。

“天璇星”轮总长295米，船宽45米，型

深 26.25米，航速 19.5节，采用双燃料动力

推进，能够满足最新最严格的排放标准，是

当今世界上推进效率最高、环保性能最优

的LNG运输船。

据悉，“天璇星”轮是沪东中华为亚马尔

LNG项目运输方商船三井和中远海运建造

的一系列4艘17.4万方LNG运输船中的第

二艘。亚马尔LNG项目是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中俄两国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之一。

沪东中华是国内唯一获得“中国工业

大奖”的造船企业，也是中国唯一的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厂。项目首制船“天枢

星”轮曾经创造了建造周期的中国纪录，此

次“天璇星”轮再创建造周期新纪录，在保

持建造质量优异的基础上提前 3 个月交

付，标志着沪东中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在LNG产业链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美国禽肉产品春节前夕回归中国市场

上海肉类进口量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沪东中华提前交付
LNG运输船“天璇星”

本报讯（记者 王延）日前，上汽集团

旗下纯电动 SUV名爵EZS和高性能 SUV
名爵HS正式登陆新加坡，成为首家向当

地私人消费者出售新能源汽车的中国车

企。

新加坡是东南亚最为成熟的汽车市

场，有着一套极为严格的认证体系，在东

盟国家具有风向标意义。此次，上汽名爵

携两款获得E-NCAP（欧盟新车安全评鉴

协会）五星安全认证的产品集中登陆，意

在东盟树立“中国智造”的标杆形象，增强

上汽自主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巩固海外市场先发优势。

2019年，上汽已在东盟范围内初步形

成印尼、泰国、菲律宾等规模市场。在泰

国，名爵品牌排名乘用车市场份额第七，上

汽自主品牌已率先建立起海外先发优势。

在菲律宾，名爵ZS进入市场不到半年，便

迅速跻身细分市场前三名。在印尼，五菱

印尼实现销售2.5万辆，同比增长超116%。

2020年，上汽还计划陆续进入马来西

亚、越南、缅甸等东盟各国，到2021年将东

盟打造成为上汽首个“十万辆级”海外区

域市场。

上汽集团新能源汽车
登陆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