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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陈晓珍

“两区”建设是中央支持北京开放发展的

重大政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北京的重

大机遇。作为北京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面积

最大的组团，顺义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以“产业

开放+园区开放”为主线，落实“3+7+N”发展格

局，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在全市“两区”综合评价中，顺义组

团排名居首。在累计新设企业、入库项目和落

地项目三项排名中，顺义组团均居第一。

差异化探索制度创新
开放优势加速提升

根据“3+7+N”工作思路，顺义“两区”建

设将突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天竺综保区、

中德产业园三大园区主体作用，围绕航空服

务、跨境金融、文化贸易、商务会展、数字贸易、

医疗健康、国际寄递物流七大领域创新发展，

带动全区多领域服务业开放。

据了解，“两区”建设两年多来，顺义在制

度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不断迈出

新步伐。在航空服务领域，全国首创利用综保

区开展国际包修飞机发动机等关键航材免抵

退税试点；出台北京市首个支持航空货运发展

的暂行办法；对符合列目规则的专用航空零部

件单独设立本国子目；开通北京自由贸易试验

区首条第五航权航线。

在跨境金融领域，推动资本项目跨境支付

便利化试点；5家企业开展文化知识产权保险

试点；落实全市首个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跨

境金融业务、全市首单汽车金融公司跨境融资

业务。

在文化贸易领域，文物在综保区内存储期

限延期至两年；创新建设文化艺术品全球集货

平台。

在商务会展领域，全国首创“免税、保税和

跨境电商”政策衔接试点；天竺综保区开展跨

境电商B2B出口改革试点，实现全程通关无

纸化。

在医疗健康领域，深化推进全国首创跨境

电商销售医药产品试点；落地国内首个跨境医

药电商仓储物流第三方服务资格；全国首创生

物制品检测代抽样制度。

在国际寄递物流领域，全国首创保税物流

供应链监管新模式；天竺海关创新卡口智能化

监管系统与按库位分类监管模式，不断提升跨

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示范性打造特色园区
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4月，原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天竺综合

保税区整合成立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

区，这标志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发

展迈入新阶段。11月，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中，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成功入选，这也是北京首个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示范区的设立，将

进一步推进北京高水平对外开放。

目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已成

为中国规模最大、航空服务企业数量最多、开

放水平最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机场临空区，

在全国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中综合排名第

一。

天竺综合保税区更加突显服务贸易特色

优势。以“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跨境贸易便利

化标准化试点”为例，该试点于去年6月启动，

以保税政策功能为核心、通关时效为特色、便

利监管为保障的跨境贸易（药品器械）通关便

利化标准由此形成。与此同时，天竺综合保税

区还引进了北京经纬知识产权研究院。研究

院将重点关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努力打造该

领域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研究与交流、保护

与维权的国际性专业平台，探索服务贸易知识

产权的运营管理及其成果转化的新路径。

作为中国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

国家级对德示范区，中德产业园则积极开展有

国别特色的开放探索。据了解，中德产业园构

建“管委会+运营管理团队+国际化机构”的组

织机制，围绕新能源智能汽车、智能装备、数字

经济和先进制造服务业“3+1”产业发展方向，

集聚奔驰、宝马、Ameco等83家德企，其中隐

形冠军企业25家，区域总投资45亿欧元，年

产值达300亿元，形成集聚发展的态势。

全方位加强要素供给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为了更好地推进“两区”建设跨步向前，顺

义区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据了解，顺义区制定出台了《顺义国际

人才社区建设实施方案》《顺义国际人才社区

建设发展规划》，营造满足国际人才需求

的发展环境。同时打造以HICOOL大

赛为中心，HICOOL产业园、“HICOOL

管家”服务平台、HICOOL商学院、HI-

COOL云平台、HICOOL基金为服

务配套的“六位一体”创业生态

建设，形成全链条最优化的海

外人才创业生态。

为保障“两区”建设，司法服务

也在持续发力。顺义区法院在全市率

先出台“两区”司法服务意见，与区内商会

合署设立全市首家入驻商会的法官工作站；

成立全市首家法院服务保障综保区“两区”建

设工作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两区”建

设（中德产业园）法官工作站等。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顺义区落地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探索建立适应创

新型企业特点的专利权质押融资路径，营造更

加优良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顺义区还设立了全市首个

“两区”建设“一窗通办”服务专区，依托信息化

技术，为天竺综保区、临空经济核心区企业开

通1500余个事项“一站式”办理的“绿色通

道”，真正实现了企业办事少跑腿。

风劲扬帆正当时。下一步，顺义区将继

续以“两区建设打头阵”及“三个走在前

列”的要求为目标，推动更深层次改

革，努力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临

空经济创新引领先行区，打

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港产城

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北

京更高质量发展、

国家更高层次开

放 贡 献 顺 义

力量。

聚力“3+7+N”发展格局

北京顺义：争当“两区”建设排头兵

作为潍坊市对外开放“桥头堡”，

潍坊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一区两

片”、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核

心区优势，以粮食深加工、大宗商品等

产业为发展核心，聚力打造农业对外

开放新平台。

近年来，潍坊综合保税区产业规

模、经济效益不断增强，着力打造“一

带一路”进境粮食产业园，推动

潍坊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两年来，园区进境粮食

深加工产业集群产量

100多万吨，实现产值

30多亿元，业务辐射饲料

加工、食品加工、畜牧养殖等

企业100余家。

据了解，潍坊综合保税区北区获

批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以来，按照

集群化发展思路，利用保税、免税、免

证等功能和对外贸易通关便利化政

策，实现进境粮食贸易、物流、加工、仓

储、金融等产业链集聚，先后落地麦维

进口粮食深加工、华辰营养科技等7

个粮食加工项目。

在推进进境粮食加工产业集群发

展的同时，潍坊综合保税区积极对接

人才、智力资源，成立潍坊市进境粮食

产业发展研究院，打造辐射全国的“生

态粮谷”产学研基地。研究院充分发

挥产业规划、研发检测、风险管理、政

策咨询、标准制定等服务功能，有效保

障进境粮食安全和质量安全，提升服

务农业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

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有力

支撑。为有效提升通关查验效率，潍坊

综合保税区首创进境粮食保税加工全

流程监管体系，实现区港联动、无缝衔

接。通过建立物流车辆在途监管系统，

建立港口与区内加工企业紧密配套、有

效衔接的物流信息平台及配送设施，通

过安全智能锁实时读取集装箱货运车

辆物流信息，实现港区卡口间数据信息

共享，有效提升通关查验效率。

同时，潍坊综合保税区打造基于

“互联网+全程监管”的进境粮食保税加

工监管体系，与海关通关系统联通，实

现海关对进境粮食保税加工业务从申

报、加工、监管等环节的有效监管，货物

整体通关时间较前期压缩70%以上。

此外，作为中国（潍坊）跨境电商

综试区核心区，综合保税区正积极探

索农业产业与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

引导农产品企业通过“线上保税通

关+线下实体体验”模式开展业务，助

推潍坊市农业现代化产业高品质发

展。 （马 刚 张守峰）

本报讯 从繁忙的建筑工地到智能化生产车间，一

个个重大项目建设势头强劲，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日，位于潍坊滨海区的氢能源综合利用项目一

期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总投资2000万美元，

主要生产高纯电子级别、燃料级别氢气以及液氮、液氧

等工业气体，年综合产能1.7万吨，是山东省“氢进万

家”科技示范工程和潍坊市打造“氢能示范城市”重点

支撑项目。项目投产以后，将为潍坊市及周边区域的

工业企业提供高纯度氢气，同时也为氢燃料电池车辆

提供加注服务，打造氢能产业链供给端的制、储、运、加

一条龙服务。今年以来，滨海区经济呈现稳中向好、进

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我们通过聚焦重点产

业，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持续优化服务措

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潍坊滨海区投资发展促进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项目引得来，还得

落得下、建得好。为保障项目落地

建设，潍坊滨海区成立服务专班，400

余名服务企业专员奋战一线，对项目建

设推进中遇到的难点、痛点问题集中力量打

好歼灭战，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快建设、快转化、快

见效。

当前，潍坊滨海区围绕打造“高质量产业集聚引领

区、港城融合先行示范区、绿色低碳生态发展区、改革

开放创新样板区”的目标定位，抢抓时间窗口和时间节

点，立足海洋化工、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

势产业，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顶格包靠、顶格倾听、顶

格协调、顶格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马 刚 张守峰）

潍坊滨海区
项目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潍坊综保区全力推动农业对外开放

本报讯 12月1

日上午，2022年安徽省

商务法治综合业务暨“八

五”普法培训在合肥开班，邀

请安徽省司法厅、商务部研究院

外资所多位专家为各市、县（区）商务

部门法治建设工作负责人员，安徽省商

务厅机关公职律师、法律顾问、各处室法治

联络员授课，为期两天。

开班式上，安徽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孙永彬

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按照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商务

部的工作部署，在安徽省司法厅的悉心指导和各地商务

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安徽商务系统法治工作不断取得积极

成效，在全省率先举办安徽商务“八五”普法启动仪式，首次发

布商务系统“八五”普法十件大事，首次举办商务法治文化作品大赛，定期开展系统

培训和法治讲堂等活动。

孙永彬认为，进一步做好商务法治工作，要学习贯彻法治思想，全面树立法治思维，不

断提升法治能力。“全省各级商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带头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

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孙永彬说。

开班当日第一课由安徽省司法厅法治调研处处长殷本明授课，主题为《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法治安徽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介绍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国法治发展成果以及依法治省等方面知识，具有较强针对性、指导性

和实践性，参培人员受益匪浅。“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现行

宪法实施40周年，组织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

义。”安徽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卢宏世说。

据了解，安徽各市商务部门均高度重视商务法治建设以及

“八五”普法工作。合肥市商务局组织领导干部参加全省领

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测试，参考率100%，合格率100%。

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将宪法、党内法规和行政法等法

律列入党委中心组年度学习内容；组织全市商务系

统17名在编公务员参加省行政执法考试，通过

率100%。滁州市县两级商务部门开展深入

联企、深度助企活动，走进企业讲解法规

政策，走访调研企业超3000人次，收

集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9%，化解

各类劳务纠纷50余起，为商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法治保障。

（杨 洲 李 波）

安徽着力巩固提升商务法治建设

序号

1

客户名称

滑县滑东粮
油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业务
品种

不良
债权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担保信息

由滑县滑东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县八
里营乡李冢上村自建仓房（未办理抵押登记）；

由李胜哲、肖聪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本金余额

22,032,010.40

截至2022年10月20日
所欠利息及罚息金额

12,175,423.81

垫付
费用

170,721

债权合计
金额

34,378,155.21

序号

1

客户名称

安阳市华盛
粮油购销有

限公司

业务
品种

不良
债权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担保信息

由安阳市华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滑县留
固镇周村工业村的仓房提供抵押担保（未办理抵押

登记）；由李全党、都倩倩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本金余额

57,899,562.82

截至2022年10月20日
所欠利息及罚息金额

31,805,156.30

垫付
费用

0

债权合计
金额

89,704,719.12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北京中基信
和置业有限

公司

担保人

新昌控股（中
国）有限公司、
新昌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188,000.00

主要抵质押资产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25号新年华项目。该项目占地
面积12887.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3497.23平方米，抵
押建筑面积61717.38平方米，建设性质为商场及办公。

中基信和100%股权质押。

序
号
1
2

3

4
5

6

7

标的

开发区第十三大街15号2-1-1701号房产
开发区第十三大街21号润枫广场2-4号商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万海华府北苑5号楼及配建7、配建8-5号楼-1-2401号
房产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万海华府北苑4号楼及配建6-4号楼-1-2001号房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二大街10号3-3-1101号房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新城东路48号3-1-1901号房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前卫里13-3-103号房产

楼层

17/17
1/13

24/35

20/35
11/23
19-20/

29
1/5

建筑面积

94.93㎡
110.93㎡
148.58㎡
129.14㎡
169.31㎡
304.68㎡
65.43㎡

用途

居住
非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参考起拍价

86.3673万元
186.4179万元

263.7444万元

230.7086万元
344.4951万元

749.9698万元

66.8237万元

保证金

10万元
20万元

30万元

25万元
35万元

80万元

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