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平行进口汽车试点，这让一直游

走在灰色地带的平行进口车有了合法身份，对促进我国进口

汽车贸易接轨国际惯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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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上海自贸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试

点备受关注。13日，上海外高桥保税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则公告，让

其方案逐步浮出水面。

外高桥股份在公告中称，为进一步

发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效应，积极探

索我国品牌汽车进口管理制度创新，深

入打造上海自贸区汽车行业服务链，外

高桥股份公司、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

营运中心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集

团）有限公司三方，采取股东各方同比

例增资的方式，共同对上海外高桥汽车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外高桥汽车交易市

场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5000
万元，增资后股权结构不变：依然是外

高桥集团持 70%，外高桥股份持 20%，

营运中心持10%。

开展多渠道进口经营模式

上述公告称，本次增资的资金主

要用于在上海自贸区开展平行进口汽

车试点。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自贸区平行

进口汽车方案已经获得商务部的批

复。不过，从商务部批复方案，到方案

在上海自贸区正式实施，可能还需要

一段时间。因为等方案正式下发后，

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还要搭建平台，

和经销商进行沟通，确定从进口到售

后的完整体系，最终要形成一个管理

细则，这样才能真正启动试点。

此次，外高桥股份的公告说明上

述筹备工作已开始运作。业内人士认

为，该试点启动意味着长期处于灰色

地带的汽车平行进口，将在上海自贸

区率先实现正规化。消费者也将有机

会，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进口汽车。

布局汽车业服务链

资料显示，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为：汽车（含

小轿车）、机械设备的销售；汽车、摩托

车、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为主的国际贸

易及展示；保税区内仓储、分拨业务

（除危险品）；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汽车技术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

（除经纪）；企业登记代理服务等。

之前，市场一直对平行进口车可能

会在后续服务方面存在缺陷有所担心。

对此，外高桥股份已经开始详尽地布局。

公告显示：本次增资的资金主要

用于推动平行进口汽车项目的发展：

一是拟在森兰建立区域汽车服务贸易

中心，建设集展示销售、文化体验、多

品牌维修、适应性整改、售后信息追溯

等功能于一体的平行进口汽车公共服

务平台；二是要建立平行进口汽车售

后服务网络，与业内具有良好资信和

实力的企业合资建立大型综合售后中

心，通过加盟、授权等多种形式建立多

家平行进口汽车维修网点；三是建立

零部件仓储物流直销中心，在上海自

贸区内搭建零部件直销贸易平台，并

逐步对分拨仓库进行改扩建，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进口汽车零配

件供应链服务基地。

外高桥股份方面称，这是上海自

贸区的一项重要先行先试，对促进我

国进口汽车贸易接轨国际惯例具有重

要意义。公司将进一步夯实对进口贸

易专业服务的整合能力，在与贸易相

关的商贸服务专业平台领域取得可持

续发展，并依托上海自贸区进出口贸

易基地的优势，在专业服务贸易平台

做精、做强、做大。

外高桥增资汽车交易市场
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 深入打造行业服务链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中国国际商会工程船舶委

员会联合北车船舶与海洋工程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崇和实业有限公司在上

海首次披露我国海底采选矿装备关键

性技术突破。这是北车海工与崇和实

业继上月底发布新型自升式海上风电

作业平台后，推出的最新力作。

据悉，该项海底采选矿技术装备

可以覆盖国内、国际超过90%的滨海矿

产资源开采需求，为助推我国海洋装备

强国梦，实现海底矿藏资源的探采作出

积极贡献。目前，该装备船舶技术已经

投产建造，预计首套整船装备将于今年

12月正式建造完成并投产。

来自印尼的国家锡矿公司将成

为此项技术及整船装备的首个国际

项目采购商和运维合作方。中国国

际商会方面表示，本次中印两国企业

顺利签约，以及在海底矿藏开采和装

备维护等方面进行的深层合作，将成

为我国海洋采矿装备技术输出与合

作模式创新的重要标志。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深海主

要矿产资源包括多金属结核、富钴结

壳、热液硫化物、天然气水合物等，其

中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多金属结核

就多达700亿吨。近年来，印尼、马来

西亚、泰国、墨西哥、莫桑比克等作为

海矿资源丰富的国家滨海采矿规模

日益增长，但受限于装备技术，一些

岛屿国家的海洋采矿深度仅为 20米

左右，装备落后使得采矿作业面难以

精确定位，从而导致开采效率和回采

率低下。

北车海工与崇和实业共同创新

研发的该套装备技术，融合了疏浚工

程领域和选矿领域的先进技术，能针

对不同的海底地质条件、矿物种类选

用不同的采矿、选矿系统；针对不同

的尾矿特性，采取不同的尾矿排放形

式，避免环境污染；配备平稳的整船

平台，以精细化的控制、管理系统实

施检测、控制采选船舶作业。

因此，此番印尼与中方在装备技

术采购与采矿设备运维方面进行合

作，或将有望扭转上述困境。

北车海工领衔制造新型海底采矿船
首套整船装备预计今年底投产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了解到，浦东企业——

微客来成为百度“直达号”国内首家

战略合作伙伴，百度“直达号”将携

手微客来共同研发推出“易站”移动

建站系统，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

基于移动端的新型轻应用建站产

品，帮助中小型企业能够快速、轻松

地对接百度“直达号”，抢占流量入

口。

现如今，微信已成为移动互联网

最大入口。有调查统计，2014 年，已

有 9000万的企业和个人用户需要接

入微信公众平台，在过去的十几个月

内，微信已有300多万的公众号，每天

保持 1万个公众号的增长速度，每天

有超过1亿次信息交互。

今年 9月，百度从连线用户和信

息，转向连接用户和服务，推出了“直

达号”平台，可以通过移动搜索需求

精准匹配、商家账号直达服务、手机

百度“发现”以及百度地图“附近”等

方式，帮助商家引入新客户。该平台

从 9 月 3 日发布至今，已经吸引了超

过40万商户入驻。

关于传统商户借助百度“直达

号”成功转型的案例可谓不胜枚举：

云家政在上线“直达号”一个多月时

间里，移动端订单数量实现了 20%的

环比增长，是过去环比增幅的 3倍以

上，二次下单的用户占比也已接近

40%。

据了解，此次微客来与百度合作

的方式，相较于客户自行申请百度“直

达号”，通过微客来进行审核，更加轻

松快捷，微客来拥有可以帮助客户“先

申请，后审核”的资质，大大缩短审核

时间。

微客来百度携手推移动建站系统

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汽车平行进口，将在上海自贸区率先实现正
规化。 □本报资料图

界龙实业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
包装印刷业务有望借力迪士尼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申能集团批量采购的上

汽新能源汽车正式交付，并将作为

申能集团旗下上海燃气集团的工

程用车，用于执行城市燃气抢修、

安检、管线巡查等任务。记者了解

到，60辆车是目前上海市国资委下

属企业单笔最大数量的新能源汽

车采购，对上汽新能源汽车开拓能

源工业与公共服务市场，具有很好

的推广示范作用。

上汽集团表示，作为国内最早

推出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企业，

多年来，上汽不仅积极承担了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制造，还致力于新能

源汽车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此

次与申能集团的合作，对上汽新能

源汽车开拓能源工业与公共服务市

场，具有很好的推广示范作用。

据了解，交付申能集团的荣威

E50和550PLUG-IN均代表了我国

新能源汽车细分领域最前沿的技

术。荣威 550PLUG-IN 百公里综

合油耗低至 2.3 升，且不受里程限

制，可以满足长距离出勤的需要；

纯电动小车荣威E50则做到了无污

染、零排放，尤其适合一定区域内

的定点通勤任务。

据悉，上汽荣威上述两款新能

源汽车上市后受到市场认可，先后

获得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集中采

购。今年 8月，上汽与一嗨租车达

成首批千辆新能源车的采购协议，

为消费者体验新能源车提供便利，

推动新能源汽车加速走向市场。

而此次与申能集团合作，则加快了

上汽新能源汽车在公用事业领域

的应用，为上海城市低碳发展和节

能减排作出积极贡献。

60辆上汽新能源车
交付申能集团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界龙实业作为上海迪士尼概

念股中的龙头个股，最近15个交

易日以超 50%涨幅赚足市场眼

球。

受迪士尼利好影响，界龙实

业今年增长动力显著。日前，记

者从总部位于浦东的界龙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前三季度

界龙实业营业收入共计 8.57 亿

元，同比减少35.45%。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3.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4.78% 。期 内 ，每 股 收 益 为

0.015，比上年同期增长114.29%。

印刷业务迎“东风”

记者注意到，作为界龙实业

的第一主业，其包装印刷业务借

助迪士尼的“东风”，迎来新一轮

发展契机。

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界龙实

业位于上海迪士尼一期北侧的多

家子公司厂房，已成立了约300亩
占地面积的包装打印生产基地。

借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

理位置，该包装印刷基地也被业

界认为是为上海迪士尼“量身定

做”的。

据该人士介绍，界龙实业此前

在获得上海迪士尼卡通形象授权

的前提下，已经为迪士尼生产了一

批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由公司

旗下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

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操作的。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上海

迪士尼的开园，相关的周边商品

需求会出现一次爆发式的增长，

而所有的商品都需要包装彩印。

作为设厂在上海迪士尼附近的界

龙实业，又拥有与迪士尼的合作

经历，界龙实业未来在彩印方面

的订单量值得期待。

牵手地产商补资本短板

在房地产方面，根据界龙实

业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其欲在

浦东川沙拿地。不过，消息透露

后，截至目前，界龙实业方面迟迟

未有动作。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位于浦

东川沙地区的纯宅地出让楼板价

已超过1.5万元/平方米。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界龙实

业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三林房地产

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

鹏林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

资本 1000万元。其中，上海界龙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700 万

元，占70%股权，上海三林房地产

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

元，占30%股权。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沪

上宅地稀缺，对于中小型开发商

来说，拿地成本将居高不下。此

次界龙实业联手三林房地产开发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或将弥补资

本短板储地。而以印刷为代表的

文化产业相关领域，将成为界龙

实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