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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的声音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作为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海口综合保税区
具备其他非特殊监管区域园区没有
的优势条件。”海口综合保税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除自贸
港预期共性政策外，综合保税区具
有一些独特的政策优势；同时，实施
物理围网封闭管理、配备智能监管
系统，让海口综合保税区在监管方
面具有“管得住”的基础；近年来，该
园区创新发展了跨境电商、平行进
口汽车、冷链物流、文化保税、融资
租赁、保税期货交割等新业态，具有

一定的产业初始优势。
园区政策产业优势也吸引了

企业纷纷入驻：
2019年以来，中国旅游集团国

内总部已经正式从北京迁入；中免
集团也在海口综保区完成注册中
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
司。另外，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铁
路投资有限公司、国机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央企也在此注册成
立区域总部企业或运营企业。除
此之外，福建陆地港集团、跨境网、

E宠等一批知名电商企业也在海口
综合保税区完成公司注册落地。

“之所以选择落户海口，是因
为我们的商品进入综保区可以通
过特殊申报通道，而通关单可以暂
缓，有效提高了时效性，在方便企
业的同时也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海南陆海港跨境电商服务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好政策，还得有高效的执
行力才能让企业感受到更优的营
商环境。

对此，海口综合保税区推出区

内企业享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
格，跨境电商线上线下融合，飞机
融资租赁尝试“非实际入区”和海
关异地监管，简化文物、艺术品入
区申报流程等5项制度创新措施。

同时，海口综合保税区还积极
协调配合马村港海关进一步落实

“先入区、后检测”“抽样后即放
行”、用好“银行保函信息查询系
统”“监管证件联网核查”等多项通
关便利化举措，园区企业纷纷反映
办事、通关更加便捷，“路少跑了，
事办好了”。

功能升级释放政策“红利”

一系列措施不仅为企业释放
“红利”，更为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

3月24日，海口市民吴欣在海
南跨境购美好生活官网上购买了
一件来自法国的护肤品，仅用一天
她就收到了货品。“这比代购方便
多了，品质有保障，而且速度还更
快。”对于此次购物体验，吴欣如是
说道。

“如今，不少市民倾向于选择
在网上购买海外产品，综保区正是
利用保税优势，满足广大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购’遍全球。”海口综合保税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内保税的跨境
电商商品种类达到千余种，包括进
口日化、护肤、母婴、食品、家居百
货、营养保健、宠物食品等各式各
样的进口商品。

3月26日下午，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一辆接一
辆的大货车将货物运载至跨境电
商产业园保税仓库门口，工作人员
有序地进行着分拣、装箱、打包、贴
制面单等工作流程。

海口市龙华区宜欣城的美好
生活跨境体验店内不少顾客正在

选购，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店内陈设了母婴、化妆品、食品等
多品类境外优质商品，主要来自美
国、欧洲、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地，该体验店是海南黑虎科技有
限公司在海口开设的跨境电商线
下体验店。“消费者挑选完后可以
直接扫码下单，我们从保税仓将商
品直接寄到消费者手中，不但能帮
我们扩大知名度，也可以让消费者
在选购时有更直观的体验。”海南
黑虎科技有限公司招商总监赵越
说道。

根据园区跨境电商企业自报

申报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园区
累计交易量约11.5万单，已完成去
年全年的70%。海口综合保税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还将新增冷
冻水产、酒类、电器等跨境电商商
品，并积极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园二
期建设，进一步优化相关配套。

此外，海口综合保税区还正与
海关探索建设区内“海外仓”，除特
殊规定外，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的货
物能真正做到“一线放开”，免于提
交进口备案、许可证件和口岸检验
手续，进口货物仅做登记备案，货
物贸易更加便利化。

家门口实现放心“全球购”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记者郭萃）3月
28日上午，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内的保税汽车
广场上，丰田考斯特、雷克萨斯、普拉多、酷
路泽、普瑞维亚等400多辆各类品牌进口汽
车整齐停放，这些车辆将在海口综保区内进
行保税存放。

平行进口汽车业务是国家授权海南试点
的政策之一，对此，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引进
企业建设“汽车保税城”，为进口汽车搭建起保
税仓储、展示及交易的平台。

“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后，车商不再需要在
进口汽车进入口岸时就完成缴税，可享受在不
涉证、不涉税的状态下将车存放在综合保税区
内。”海口综合保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保税仓
储在为开展汽车贸易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消
费者也将在提车时间、车辆品类选择以及价格
上，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车商可将平行进口汽车存放在综保区
内，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手续，车商可
以暂时不用缴税，等到手续完成后再缴纳相关
的税费。”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园区提供免费仓
储服务，为车商缓解了超时办理手续的压力，
避免进口车长期停放港口。

对于消费者来说，平行进口汽车绕过了总
经销商、大区经销商、4S店等销售环节，省去
了不少中间环节；且平行进口汽车经销商定价
不受厂商限制，因此价格通常比传统中规车要
低10%到20%。

在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开展过程中，海口综
合保税区启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结合
海关通关便利措施，简化申报流程，降低报关成
本，提升通关时效。此外，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保税堆场存放、装卸操
作和协助报关等服务“入区零收费”，并出台平
行进口汽车“物流补贴”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将
业务做大做强。

此外，海口综合保税区还开设进口汽车口
岸体验交易中心，打造“展示体验+汽车保税
城+汽车小镇”的三位一体进口汽车消费体验
模式，引导车商在本地销售更多车辆，让本省
消费者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试点政策带来
的优惠。

2019年，海口综保区平行进口汽车3078
辆，其中通过海口港口岸991辆，在全国整车
口岸中排名靠前。

3 月 26 日上午，
在海口综合保税区跨
境电商产业园二期项
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在进行钢筋焊接工序，
整个项目已初现雏
形。“我们从2月18日
复工后，加大人员和
物资保障，全力把耽
误的工期抢回来，项
目预计4月底封顶，8
月交付使用。”海口综
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
业园二期项目现场负
责人吴浩说道。

据了解，二期项目
配有海关办公及监管
仓、公共仓、智能仓、恒
温仓等，具备跨境电商
保税备货模式所需的
各项功能，投入使用后
将进一步推动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

作为海南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
面对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新机遇，海口综合保
税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助推园区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

2019 年，海口综
合保税区全年完成营
业收入 484 亿元，同
比增长101.7%；税收
21.14亿元，同比增长
13%；外贸进出口货值
92.8 亿元，同比增长
134%，跃进全国百家
综保区外贸26强。此
外新增外资企业 48
家，同比增长 1.3 倍；
实际利用外资创历史
新高。

其中外贸预计完成25亿元（增45%）

营收62亿元（增19.4%）

工业产值17.5亿元（增19.5%）

税收5.5亿元（持平）

固投力争完成2.4亿元（持平）

在壮大跨境电商外贸业务的
基础上，海口综合保税区还在不断
探索新业态。

去年6月 27日，23件从澳门
入境的清朝服饰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拆箱，进入区内文化保税仓

库以保税监管状态储
存，并开展

保税展示活动。“我们利用综保
区独特功能在区内外开展保税
展示活动区，大力探索开展影视
文化、文化艺术品展示交易拍
卖、文化创意（含游戏游艺）等文
化保税业务。”海口综合保税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园区正加
快推进国际文化艺术品保税展
示交易基地建设，打造“文化保

税园”，为海南文化产业
发展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
同时，海口综保区还在成功

开展4架进口飞机保税融资租赁
业务基础上，逐步将保税融资租
赁业务从飞机、模拟机领域向健
康医疗器械领域拓展。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海南自
贸港有关政策，加快洽谈推进一批
现代服务业项目和高新技术加工
制造项目落地，初步形成产业集
聚。”该相关负责人透露，园区将利

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吸
引业内龙头企业入驻，推动跨境
电商、平行进口汽车等新业态实
现新突破；激发康宁光通信、金盘
智能科技等现有企业发展活力，
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
源，优化生产布局，创造更大效
益；引进保税研发设计、检测维
修和文化教育等现代服务业企
业，打造服务贸易基地。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探索新业态拓发展空间
海口综合保税区2019年完成外贸进

出口货值92.79亿元（占全省外贸十

分之一）

同比增长134%
跃进全国百家综保区外贸26强

跨境电商交易量达15.78万单

通过海口港口岸平行进口汽车991辆

2020年

海口综保区将对标洋山特殊综保区，
深化“海外仓”等制度创新，进一步提
升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水平，真正做到
全面“一线放开”。

海口综合保税区第一季度五项指标
预计比去年同期呈现“三增两平”趋势

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畅通高质量发展路径畅通高质量发展路径

政策服务政策服务““暖企暖企””产业发展有力产业发展有力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萃郭萃

海口综合保税区内的一家跨境电商体验店
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制图/王凤龙

海口综保区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

抓机遇 促消费 助增长

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口综合保税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口综合保税
区里跨境电商产业园区里跨境电商产业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 2月16日上午，来自卡塔尔的430辆平行进口汽车驶下货轮，这批平行进口汽
车将集中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存放、销售。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李海珉 图/文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