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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域上半年完成营收超万亿元
面向全球打造新型国际贸易城

■本报记者 杨珍莹

从 20世纪 90年代全国第一个保税区

在上海外高桥诞生，到2013年以外高桥保

税区为核心升级为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保

税区域在推进国际贸易产业发展进程中，

抓住浦东开发开放先发优势的历史机遇，

主动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需求，不断完善

和提升国际贸易功能。

近 30 年来，保税区域连续创造了多

项“第一”：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在外

高桥保税区成立，第一批分拨中心在保税

区诞生；第一个认定以跨国公司运作功能

集聚为特征的营运中心以及成为上海第

一家国际贸易示范区，形成了以保税交易

为核心、以进口为主体的专业化要素市场

等。

记者日前从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

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保税区域总体

经济持续增长，完成经营总收入 1.05万亿

元，同比增长 3%；商品销售额 9050 亿元，

同比增长2%。

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保税区域将

充分挖掘特色和优势，服务、做强存量产

业，培育增量产业，以商贸物流为主导产

业，以发展实体运作的总部经济为推进重

点，不断做大区域贸易功能，将该区域打造

为新型国际贸易城。

升级版复合型功能总部：
做全球生意

总部经济已成为保税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引擎。保税区管理局提供的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保税区域培育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营运总部、大企业总

部、区域性总部等各种类型的总部企业

263 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

100 家 ，比 6 年 前 增 加 66 家 ，占 全 市

14.6%、占新区 31.4%。

在首届进博会上，保税区域总部企业

就“大放异彩”：只需点一下应用程序，就

能自动演奏堪比世界音乐大师水平的钢

琴曲，这是世界顶级钢琴制造商施坦威钢

琴公司带来的力作——施坦威·SPIRIO
新悦钢琴。

如今，这架钢琴已常驻在位于外高桥

的施坦威钢琴亚太有限公司内，这里既是

施坦威集团继纽约和汉堡之后的全球第三

大运营中心，也是其集团在亚太区的总

部。记者了解到，在过去的 10年间，施坦

威在中国区业务保持了年平均18%的高速

增长。

此外，外高桥既是蔡司中国总部的

所在地，也是蔡司全球 25 个研发中心之

一。在保税区发展多年的蔡司，如今正

计划进一步提升总部企业的采购、研发、

生产、物流、管理、投资等多方面的本地

化功能，向着功能更完整的复合型总部

升级。

今年 6月获批升级“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的制造龙头企业乔治费歇尔，其位于外

高桥的公司，作为亚太地区的生产研发管

理、贸易结算管理、供应链集成管理、人才

培训管理、资金统筹管理和技术应用管理

中心，也最大程度地发挥着总部功能和配

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这些跨国企业的不断升级，也是保

税区域产业能级发展的缩影，伴随着总

部经济数量剧增，规模扩大，能级提升以

及核心功能的集聚，保税区域下一步将

整合区内资源，鼓励总部经济进一步加

强战略性功能、拓宽业务渠道，提升专业

领域影响力，打造升级版复合型功能总

部。

近百项制度创新措施：
疏通企业成长“堵点”

具有 100 多年历史的瑞典斯凯孚集

团 2012年在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了独资子

公司。不过当时，斯凯孚在中国以及日韩

等地的贸易主要由设立于中国香港的公

司委托外高桥保税区内的英运物流（上

海）有限公司进行外币贸易，物流则由设

立在新加坡的分拨中心支持。这样的业

务结构和模式随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

不断提高。但交货时间长、保税非保不能

同时运作、人民币和外币业务需要制定不

同操作、分库运作等问题，也成为斯凯孚

拓展中国市场的瓶颈。

这一瓶颈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后被突

破了，斯凯孚率先利用上海自贸区海关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分类监管”的创新

监管服务制度，轻松实现了货物状态分

类监管；“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则让斯

凯孚的货物可按订单要求先出区，事后

再完成相关的申报与缴税，极大地提高

了货物的周转速度，降低企业库存与运

营成本。

2014年，斯凯孚在保税区域内启动斯

凯孚集团东北亚分拨中心。2015 年该分

拨中心启用之初每年完成报关总量约1万

票，随着业务不断扩大，2018 年该数据已

达到2万票，实现了翻倍增长。

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保税区域围绕

“一线放开、区内自由”，推动贸易监管部门

出台并集成运用先进后报、十检十放、关检

“三个一”等近百项制度创新措施，在市场

环境、监管制度、贸易发展、政府效能等各

方面加速与国际接轨。

打造外高桥极核：
在保税区域内建“实验室”

在上海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

国家战略的共同推动下，保税区管理局

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筹国际国内

两大市场的区位优势。上海自贸区管委

会保税区管理局对记者透露，保税区管

理局正计划打造浦东南北科创走廊北片

区外高桥极核，在保税区域内实体推进

科创中心建设的运作模式，形成突出“保

税”特色的科创中心模式，带动保税区域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蓬勃发

展。

位于外高桥保税区荷丹路240号的上

海自贸区国际生物医药科创中心已于去年

正式启动。作为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首个

大型生物医药孵化平台，该项目是由药明

康德与外高桥集团旗下外联发公司合资成

立的，致力于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产业集群园区。

而已运作 4 年的保税区域“园中

园”——上海外高桥自贸壹号生命科技产

业园则依托“自贸+保税”叠加政策优势，

在自贸区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政策

指导下，以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运

营机制汇聚全球生命科技创新创业资源，

打造独特的医疗器械 CRO + CDMO +
CSO 创新技术产业中心。预计 2020 年，

自贸壹号将集聚 200-300家企业，发展成

为国内医疗器械产业创新技术中心、国际

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集聚区。

6 年时间里，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先发区和核心区，保税区域改变的不单单

是“外表”，更实现了内部的“蜕变”。着眼

于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今的保

税区域正促进传统动能加速转型、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加速培育，做大做强区域国际

贸易能级。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迪卡

侬集团在外高桥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创新

工业设计展——迪卡侬绿色创造营，聚

焦“绿色科技”和“创新美学”，通过四大

主题展区、20个体验装置、30个产品，200
多种材料，解密产品背后的人文故事和

绿色价值。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迪卡侬的经

典“明星产品”，正逐步通过绿色科技实

现自身的革新，让“垃圾”变成宝。据悉，

到 2021年，迪卡侬 100%的新品为生态设

计产品。

以迪卡侬户外“神衣”摇粒绒为例，

这款“神衣”已畅销全球40年。但你是否

知道，这件“神衣”如今已经 100%使用再

生聚酯制造，回收7个塑料瓶即可制成一

件。

据迪卡侬中国生产部技术人员贾艳

介绍，塑料的原材料，尤其是塑料瓶的原

材料和涤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

找到方法对塑料进行加工，塑料就能制

成衣服。

在迪卡侬“变废为宝”的流程中，符

合条件的塑料瓶首先切成小碎片，然后

经过清洗、烘干、熔化等多道工序后，就

可变成环保涤纶切片，当这些纤维通过

机器缠绕在一起后就形成了布。通过该

技术，每年有 3900万个塑料瓶可被回收

利用，变废为宝。

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表示：“迪

卡侬从产品设计的那一刻起，已经关注

到运动功能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并将广

义的社会责任落实到研发、生产、物流、

零售、售前售后服务等每一环的细节，通

过全产业链共同经营，保障产品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

活动当天，迪卡侬集团还正式发布

《迪卡侬企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并承

诺，在 2026年之前实现包含所有营业范

围内的每件产品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减

少40%；到2026年全球门店、仓库使用的

电力 100%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同时支持

合作伙伴也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到

2021年，迪卡侬 100%的新品为生态设计

产品。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迪卡侬 98%的

门店使用绿色环保的 LED灯光，远高于

全球的63.3%。2016年起，迪卡侬中国所

有自持建筑均通过LEED绿色建筑认证，

其中位于浦东外高桥的亚洲实验店更获

得LEED金奖认证。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康宝莱

宣布将在上海设立“康宝莱中国产品创新

中心”，该中心是康宝莱全球首家产品创新

中心。该中心将设立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

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内，未来3年总投

资额近1亿元。中心首期占地面积约2000
平方米，将于2019年11月开始建设，计划

2020年第三季度落成并投入使用。

据悉，康宝莱中国产品创新中心包

括体外功效性研究实验室、配方实验室、

包装实验室、分析实验室、产品中试实验

室、感官评价实验室、创新厨房等。中心

将开展“从种子到餐桌”全流程创新，包

括新原料新产品新包装探索，通过体内

外安全和有效性的科学研究，结合科学

的产品配方工艺技术、多样的包装形式

及设计推出消费者欢迎的产品。

同时，中心还将持续对体重管理、运

动营养等核心品类深入研究，从而持续

推出能够引领市场的明星产品，不断升

级消费者的健康体验。

康宝莱自1998年在华设立第一家工

厂以来，始终致力于持续加大本土研发

和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目前，康

宝莱在中国区共有4家研发中心，包括位

于上海的亚太区研发总部、位于长沙的

植物原料研发中心和位于南京、苏州的

两家生产技术研发中心。

新成立的中国产品创新中心将与康宝

莱全球其它区域的研发中心就植物原料开

发、功效性与安全性研究、创新品类拓展等

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同时还将积极拓展

与相关营养领域国内外领先的研究机构、

大学及前沿技术公司的深入协作。

据悉，康宝莱中国产品创新中心投

运后，康宝莱期望在5年内实现新产品上

市数量翻倍，新产品开发提速翻倍，并将

该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营养科学技术

孵化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5G、物联网时

代的到来，催生了很多智能化的设备，对电

源管理芯片也提出了新的需求。面对新兴

应用，电源管理 IC该如何进化呢？在日前

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通信集成电路技术

应用研讨会”上，华虹集团旗下上海华虹宏

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透露，将打出BCD
工艺平台“组合拳”。

据悉，BCD技术可以在单一芯片上集

成双极型器件、CMOS 器件和 DMOS 器

件，被广泛应用于电源管理芯片的设计和

制造中。

据悉，华虹宏力深耕电源管理芯片代

工市场，拥有约 300项BCD工艺相关的专

利，可提供全系列BCD/CDMOS工艺，覆

盖电压范围从 5V 至 700V，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市场预测，电源管理 IC 市场规模到

2023年将增长至227亿美元，2018-2023年

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4.6%。

本报讯（记者 王延）日前，500 辆名

爵MG ZS纯电动SUV在位于浦东的海通

码头搭乘滚装船出口欧洲。这是中国自主

品牌乘用车首次批量出口欧洲大陆，创下

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单次发运数量的最

高纪录。

据介绍，此次出口的 500 辆 MG ZS
纯电动 SUV，将面向荷兰和挪威市场的消

费者。作为“上海制造”的代表，上汽集团

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 MG ZS 纯电动

SUV，今年下半年刚刚登陆英国、荷兰和

挪威，就在短时间内获得超过 3000 个订

单。

有相关专业机构的数据及预测显示，

去年欧洲汽车市场销量达1770万辆，但电

动汽车销量仅20万辆。未来，全球纯电动

汽车市场将以中国和欧洲为中心快速增

长，2035 年欧洲纯电动汽车销量将超过

600万辆。MG ZS纯电动SUV的热销，打

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中国新能源汽车在

欧洲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欧洲是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汽

车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准入标准严苛。

“中国造”新能源汽车批量出口欧洲，这

背后是上汽强大的自主研发实力和国际

经营能力。

近年来，上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有序推进国际经营业务布局，在伦敦、

硅谷、特拉维夫设立创新研发中心，建立

了泰国、印尼、印度整车基地和 93个海外

零部件基地，建成 12 个区域营销服务中

心、4家海外物流分公司和 3条远洋航线，

在印尼成立多元金融公司，构建了包括创

新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营销中心、供应链

中心及金融公司在内的汽车产业全价值

链。

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创新产品的

有力支撑下，2018年上汽实现整车出口和

海外销售 27.7万辆，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

一，在所有中国品牌海外销量中的占比达

到 23%。2019年 1-9月份，上汽实现整车

出口和海外销售约 24万辆，同比增长 15%
左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目前，上汽整车产品已进入 5大洲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泰国、英国、印尼、

智利、澳新、中东6个“万辆级”区域市场。

迪卡侬在外高桥举办绿色创意展
承诺到2021年全部新品为生态设计产品

康宝莱全球首家产品创新中心落户张江 “上海制造”电动车首次批量出口欧洲

华虹宏力打出BCD工艺组合拳
加码电源管理IC

截至上半年，保税区域培育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营运总部、大企业总部等各种类型的总部企业263家。 □保税区管理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