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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喜人的数据：

1至4月，我省汽车零配件出口107.1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2.9%；

1至4月，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出口总

清单11.84万份，比去年同期增长4.3倍，总重

量448.95吨，比去年同期增长29.2倍；

1至4月，辽源市松子进出口贸易值突破3

亿元，同比增长272.8%……

海关公布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省外贸进

出口总值为425.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

长1.6%，增幅较一季度扩大1.5个百分点，增速

高于全国同期6.5个百分点。

全力以“复”稳外贸，令人欣慰的成绩是全

省上下开放合作、携手发展内生动力的体现，也

是相关部门持之以恒为进出口企业释放政策红

利的结果。本期，记者将深入企业车间、口岸现

场等地方，通过对一段段奋进故事的挖掘，展示

我省外贸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

提速度 高效通关助生产

上午11时02分，随着手机“嘀”的一声提

示，一汽大众公司报关业务负责人赵越收到一

条海关通关放行信息。几分钟后，在大连大窑

湾码头，海关放行指令发出，抬杆放行，上午抵

港的1.6万个通用螺栓被运回长春。“海关的通

关效率很快，以前，我们一般几个小时可以把货

从码头提走，现在的‘两步申报’则是眨眼的功

夫就能把车开走。”赵越说。

据长春兴隆海关业务负责人介绍，2019年

底“两步申报”在该关实施后，企业申报无需一

次性提交全部申报信息及单证，在排除安全准

入风险后即可快速提离。从概要申报到收到海

关提货放行信息不到1分钟，其余信息及单证

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进行完整

申报办理相关手续即可。通过此方式压缩通关

时间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极大便利。

海关公布数据显示，与2017年全年相比，长

春海关2020年一季度进口通关时间压缩比为

46.59%、出口压缩比为55.88%。其中，进口整体

通关时间小于全国平均水平11.28小时，既降低

通关成本，也增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今年是我省确定的率先发展、优先发展、加

快发展“四大板块”建设的开局之年，“长春国际

汽车城”作为四大板块之一，正在源源不断地吸

引着大批发展后劲强、带动作用大、综合效益

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大项目。

随着这些项目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日

益显现，今后长春兴隆海关将以汽车整车、关键

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为出发点，紧盯

我省重点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和投资项目，深度

对接一汽集团和汽车产业发展需求，提供精准

化、具体化和零距离、心贴心的优质服务。

减税费 “真金白银”实惠多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兴衰成败会影

响到民生社会发展。去年我国实施了大规模减

税降费政策，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针对支持疫情

防控和助力复工复产，国家又连续出台了一系

列的税费政策。在相关部门的积极落实下，目

前我省企业已获得不少“真金白银”的实惠。

“为避免企业受疫情影响出现资金周转困

难，海关及时为我们免除了办理异地加工贸易

手册要缴纳的20余万元保证金。”某进出口企

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海关规定，对涉

及租赁厂房或者设备、首次开展加工贸易业

务、办理异地加工贸易手续的企业，在手册设

立时海关可要求企业缴纳相当于税款金额的

保证金。

资金永远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命脉，疫情期

间，为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

势地位，长春海关积极帮助企业办理原产地证

书。1至4月，已为企业签发原产地证书5017份，

签证金额3.33亿美元，企业可享受进口国减免关

税约1349万美元。“今年我们进一步优化了原产

地证书的办理模式，目前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办理

16种证书。”长春海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不能实

现自助打印的贸易地区，申请人可将相关材料寄

送到海关，办理完毕后海关再邮寄回申请人。

政策一再细化，服务更是不断优化。据了解，

目前对于已经完成担保义务的企业保证金，海关

不仅“零延时”启动担保退还程序，而且从企业“申

请退”转变成海关“提醒退、加速办”，进一步压缩作

业时限近50%。不少外贸企业纷纷表示，有这样的

优质服务保驾护航，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定期开展税政调研、延长加贸手册核销周

期、扩大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改革创新的长

春海关，正进一步激发着我省的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在这种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下，我省外贸企业正不断聚合生产要素，铆足

劲头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畅通道 货物进出渠道多

扩大通道，一直是我省开发开放战略的重

要文章之一。

今年以来，在全力助推中欧班列（长满欧）复

工的同时，在长春海关的推动支持下，我省还开

通了首个长春至仁川的全货运包机。4月珲春—

扎鲁比诺—宁波内贸外运航线年内开航、5月珲

春—扎鲁比诺—青岛内贸外运新航线“首秀”、5

月11号长春新区中欧班列（长春—汉堡）首次发

出整列班列，同一天，我省对俄铁路口岸重新启

动“海洋班列”，进口了年内首批冷冻水产品……

哪里有市场，“路”就从哪里筑起。目前，我

省基本形成了海、陆、空全覆盖的多式联运的贸

易通道，进出口货物可以选择的运输渠道越来

越多元，贸易水平也越来越高。“公司出口日本

的产品主要是在大连港口发出，从长春到大连

我们有公路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可以选择。”某

稻草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订单比较

急，他们就会选择价格贵、速度快的公路运输，

如果不急，就会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铁路运输。

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组

合，能够让我省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推动经

济在更高开放平台上“引进来”与“走出去”，从

而获得更大空间的要素配置，促进产业分工体

系重塑、区域发展能级升级。

1至4月，中欧班列（长满欧）承运货物3544

标箱，同比增长21%；承运货物5.23万吨，同比

增长56%；货值约人民币11.9亿元，同比增长

4.2%。“值得一提的是，省内货所占已达到49%，

这意味着‘长满欧’服务我省经济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正逐渐提升。”长春陆港集团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

据了解，承载着缓解中国中欧班列出境口

岸，特别是东线出境口岸拥堵现状的“长珲欧”

有望在今年三季度完成双向测试，届时，将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与俄

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有效对接，推动长春打造

东北亚物流枢纽中心。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全力以“复”稳外贸
——海关视角下的我省进出口企业发展扫描

本报记者 陈婷婷

近年来，双阳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切实

增强旅游产品吸引力。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发

展农耕采摘游；围绕山水资源优势，发展生态

观光游；瞄准都市人群需求，发展休闲度假游。

今年是返乡创业大学生霍源从事乡村旅

游工作的第4个年头，4年前，靠着一腔热血

和对家乡的热爱，霍源毅然辞去了金融行业

优渥的工作，回到长春市双阳区做起了草莓

采摘游，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通过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使双阳区原有

的荒地变成了大棚，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带动了周边农民的经济收入。种植草莓

后，很多周边的农民变冬闲为冬忙，他们的年

收入是以前种植玉米的3到5倍。”乡村采摘

让当地的村民们的口袋也逐渐鼓了起来。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了他当头一

棒。“多年来，我们都是以线下游园采摘为主

要销售渠道，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的线

下没有游客了，这大好的草莓眼看就要烂在

地里，可愁死我们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霍源在网上看到别人

直播“带货”，这让他有了一个想法：游客进不

来，我们可以把草莓送出去啊！

为了让顾客能有一种游园的感觉，他们

采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再加上热情的服务与

新鲜的口感，网上的顾客渐渐多了起来，一传

十十传百，凭借着良好的口碑，草莓采摘园逐

渐拥有了一大批“粉丝”。“现在每天的最高峰

有几百单，我们的心里越来越有底。如今看

来，其实这次疫情对我们虽然是一个挑战，可

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的方向。”

现在，霍源也有了更加清晰的发展规划：

一是坚持做采摘游，带领周边农民致富，让农

民有一个稳定、可观的收入。二是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为现代农业注入些新鲜

的血液。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当

前，在广袤的吉林大地上，如霍源这般有想法

的热血青年越聚越多，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敢

创新，积极投身文旅行业，帮助乡村探索以“旅

游为主，种植业为辅”的振兴经济模式，切实拿

出“新方案”“硬办法”，通过“造血式扶贫”切实

帮助农民解决脱贫问题，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带领周边农民共同致富，成为文旅行业当之无

愧的“引领人”。引领大家一起向游客发出邀

请：“吉林很美，我在等你！”

农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樊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为纪念第21个“世

界计量日”，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和辽源

市人民政府在辽源市联合举行“5·20世界计

量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由辽源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承办。据悉，今年的活动主题

是“测量支撑全球贸易”。为突出计量在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的支撑保障作

用，我国特别将今年的世界计量日主题确定

为“计量精准战‘疫’、助力复工复产”。

活动现场，省市场监管厅向辽源市赠送

了60台公平秤，这些公平秤将被分配给各大

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单位，确保人民群众

可以公平交易、放心购物，助力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此外，省市场监管厅还组织召开了“计量

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推进会，结合当前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形势和要求，聚焦中小企

业计量需求，汇聚各方计量资源和力量，有针

对性地实施计量精准施“测”服务，不断夯实

中小企业计量基础。

宣传活动期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重点

围绕集贸市场、加油站、餐饮服务、眼镜制配

等领域，依法开展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切实发

挥计量保障和服务民生作用。

我省举行“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分餐”成为省内餐饮领

域的一个关键词。作为一种更为科学的就餐

方式，分餐的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被提

出并推广，但由于既有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

“分餐”的方式曾长期不为多数人接受。此次

疫情带来的危机，客观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

更多人开始接受分餐，商家也开始为分餐开

辟空间、创造条件。在我省的餐饮消费市场

中，为了更健康、更科学的生活方式，各方都

在付出自己的努力。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在省内各机关

事业单位，吃饭时间以往“大帮哄”吃“大锅

饭”的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饭盒分

餐、分时段自取、分散就餐的新就餐方式。一

位省直机关的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本单位工作人员较多，没实行分餐的时候，开

饭时间避免不了长时间的排队和等候，很浪

费时间，食堂的工作人员也手忙脚乱。分餐

制实行之后，大家“掐着点”下楼领饭，自己吃

自己的，也不聚集、也不拥挤，自己的工作都

跟着轻松了不少。

“安全、自在，吃多少自己心中有数”，谈及

分餐，在一家连锁火锅店与友人就餐的小张这

样告诉记者。尽管是两个人就餐，小张还是与

友人商量着选了一人一个的小锅，并分别点了

自己喜欢的菜品。分餐受到这个自称“永远在

减肥”的“95后”女孩的热烈欢迎：“以前，大锅

大碗大盘菜，跟朋友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就吃

多了，分开吃，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长春市使用“公筷公勺”倡议发起单

位之一，日前，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

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引导各类餐饮服务机

构，在全市发放1.8万份倡议书和宣传海报，

全力保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已有百

余家餐饮机构响应“公筷公勺”倡议。

响应《长春市使用公筷公勺倡议书》，近

两个月以来，长春市多家餐饮企业积极行动，

在张贴宣传海报、提供公筷公勺、服务人员引

导的基础上，推出了使用公筷公勺即可享受

就餐优惠的新优惠，目前，长春市内已经有众

多餐饮企业参与其中，拿出“真金白银”，引导

人们养成科学消费习惯。

分餐新时尚
本报记者 陶连飞

如何激发医药企业创造活力，纵深推进吉林

市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省药监局吉林检

查分局出台《促进全市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十项措

施（试行）》，在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发展环境，加强

服务指导等方面给予企业最大的支持。

“药监部门真正做到俯下身来为企业办实

事。”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张震介

绍，为及时让企业生产的乙醇类液体消毒剂投入

市场，吉林检查分局积极对其申办的药用辅料（乙

醇）相关手续给予政策和技术咨询，并加强与相关

部门的协调，为企业合规化手续办理打通了路

径。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前期材料申报及网上公

示工作，公示期结束后将进行关联审评，获得激

活，完成药用辅料（乙醇）的合规化手续办理工作。

省药监局吉林检查分局局长徐鹤介绍说，吉

林检查分局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

实行首问首办负责制，对涉及到省药监局的相关

审批事项，指派专人“一对一”帮助协调联络，一帮

到底；涉及到细贵药材监督投料的企业，实行免申

报制，无需上交申请资料，提前预约，分局将优先

上门现场审核并监投，保证企业按期生产。

同时，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免费委托检验，要

求吉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及时受理细贵药材、药

品注册及招标采购药品的委托检验，对基本药物

品种实行全覆盖监督抽验，按需加快加急出具检

验报告，确保药品质量，满足药企生产经营需要。

中石化吉林分公司旗下的北方材料厂，原是

生产加工民用防护口罩的企业。吉林检查分局为

帮助该企业医用口罩产能实现“零突破”，提前介

入指导梳理申报相关事项，明确生产条件，多次利

用休息时间对该企业从厂房、设施设备、人员管理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目前，该企业已经生产

出一次性医用口罩成品，并已送检，待检验合格取

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后，即可上市。

吉林检查分局将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加大

现场指导帮扶力度，指导企业严格依法依规组织

生产经营活动，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根据

企业需求，为药企检验人员提供委托培训或上门

技术指导；对药企落实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物警

戒等新制度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该分局规范了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按照事权

划分建立网格化监管责任制，提高检查效率，避免

重复检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此外，吉林检查分局将分行业组建监管服务信

息平台，设专人及时发布国家药监局和省药监局监

管动态和政策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服

务；邀请辖区药械行业资深高管，开展信息互动交

流，提供技术咨询。将每“双月”最后一个周五定为

检查分局“开放日”，监管人员与企业人员面对面交

流，并深入企业定期开展产业发展调研活动。同

时，积极推动区域内生产要素资源信息的对接整

合，引导药品研发、中试、生产、经营环节的人才、技

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发挥吉林市化学原

料药、道地中药材种养殖等资源优势，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配套，推进产业集群式共同发展。

真帮扶 出实效
——省药监局吉林检查分局助推医药产业发展纪实

叶阳欢 本报记者 张雅静

本报讯(刘业伟 记者叶爽)近日，在白城

市经济开发区城建项目审计现场，经过审计

人员选定选择项目方位和中心点后，一架无

人机就地起飞，对项目进行指点飞行。据悉，

这架无人机是省审计厅用来航拍拆迁征收任

务完成情况的。

为把科技强审和做好疫情防控相结合，

省审计厅采取无人机拍摄技术，对白城市经

济开发区城建项目利用外资进行跟踪审计，

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不仅节约了现场审计

时间，还有效解决了坐车跑、现场找、去不了、

看不全的难题。

“此次审计，我们先后对白城市经济开发

区土建工程项目15个标段新建道路、桥梁、

铁路涵洞、污水泵站、污水管线、供热管线、电

信管道和未开工建设项目涉及的高压线路、

空中管线、通信线路拆迁进度等项目进行了

精准、有效的航拍，建设进度总面积154万平

方米，总长度225.56公里。”该审计项目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除此之外，此次审计

还对涉及土建工程的10个征收项目，以及地

上物741处（户），房屋443户等拆迁征收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了环绕航拍；对11002台（套）

市政特种机械设备、街路果皮箱、垃圾分类收

集桶等分布情况进行了智能航拍。

据悉，此次航拍总飞行时间1小时21分，

飞行距离4.469千米。审计发现项目实施进

展缓慢，有6条土建工程道路总长度10.77公

里、面积22.98万平方米、人行道面积6.55万

平方米因征收未完成而无法开工建设；有4

条已开工建设工程项目因拆迁未完成而无法

施工；有7.47万平方米人行道铺装没有实

施；有房屋和地上物319处（户）未完成拆迁

任务。

无人机审计提升科技强审能力

长春海关关员正在对木制地板进行盘查

长春海关通过网上申报快速验放防疫物资

本报讯（王宏宇）近年来，东丰农商银行

坚持“诚信经营、服务民生”的理念，着力为农

民致富、微企成长及居民兴业服务。

他们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对与居民生活关

联密切的金融服务实行免收费，让利于民。连

续多年无偿为县域8万农户代发各项惠农补贴，

每年3亿元，为1.4万户低收入群体代发国家财

政补贴每年6000万元以上；独立承担着全县24

万农户医疗保险每年6600万元及6万农户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每年1300万元的收缴工作。为

近6000户小微商户提供免费扫码取现服务，小

商户微信支付宝提现实现零费用。

与此同时，他们以32个营业网点、41台

自助取款机、220台POS机、176个助农服务点

作为联系纽带，突出自身特色，将金融服务末

端延展到城乡各地。此外，他们通过走村落、

进农家、下田地等方式，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帮助百姓合理选择金融服务。

构建普惠金融 助力微企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