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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鲁巴经济区以大企业优势带动多产业发展，临安园区依托跨境电商优
势实现产业转型，
而大连园区则向产城融合方向发展。

一站式服务
护航企业发展

从家电主导到多产业并进

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快
建设千亿级产业集群

海尔—鲁巴经济区凭借大企业优势推动中巴两国产能合作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过去 11 年来，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
省首府拉合尔市的海尔—鲁巴经济区，作
为中国商务部批准建设的首个“中国境外
经济贸易合作区”，也是巴基斯坦政府批
准重点建设的“巴基斯坦中国经济特区”，
正在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典范，特
别是在推动中巴两国产能合作上树起新
的标杆。

十年磨一剑
负责海尔在巴基斯坦整体运营的海
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亚区
域总监宋玉军介绍，经济区于 2006 年 11
月由海尔集团与巴基斯坦的鲁巴集团共
同投资组建，规划总面积 33 万平方米，截
至目前已投资 4269.7 万美元，总建筑面积
7.76 万平方米，
年产家电 120 万台。现有 7
家入区企业，
年营业额约 4 亿美元，
带动直

接就业岗位 5000 个，年利税约 9000 万美
元，
有效带动中巴双方产能对接和释放。
海尔早在 2001 年就进入巴基斯坦，
深耕当地市场。截至 2016 年，海尔占据
巴基斯坦家电市场的总体第一份额，其中
冰箱、洗衣机、空调位居市场第一，电视位
居市场第二。
正是依托海尔在当地建立的家电产
业优势，目前经济区一期已经形成家电配
套的上下游产业链，经济区内的国家级家
电检测平台对所有入区企业开放。同时，
海尔还利用在巴基斯坦市场的销售网络、
渠道为入区企业提供销售服务。此外，海
尔在当地的 17 家售后服务中心和 86 个售
后服务网点为入区企业搭建完善的售后
服务平台，并可以协助入区企业解决原材
料、成品运输以及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清
关。
“海尔等一批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困
难时伸出援手，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生
产工艺等，为推动巴基斯坦相关产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经济区合作方的巴基斯
坦鲁巴公司 CEO 阿·费萨尔说。

借势再起步
宋玉军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有助于相关区域的业务对接速度和
效率，通过集聚各方资源实现由短期效益
驱动到长期产业集群升级驱动的转型，实
现由过去的以单边和双边为利益关系主
体到多边利益共同体的转型，这也为园区
二期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平台。
目前经济区拥有 20 名中国常驻的技
术人员，以及 3800 名巴基斯坦员工，正在
启动园区二期建设。届时，主导产业将定
位为家电、汽车、建材和纺织等多个产业，
计划扩展至 10 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区在
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带动周边配套企业的
升级和产业形态的建立，目前已经建立电
厂、仓储、酒店及餐饮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及企业。

创建跨境电商 B2B 样板园区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临安园区运用跨境电商载体实现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钟文

随着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的成立，杭州临安市以此为契机，围绕
“主攻农村电商、力攻跨境电商、强攻工业
电商、巧攻旅游电商”的总体思路，成立了
杭州综试区临安园区。目前，临安园区以
做大 B2B 出口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杭州
城西跨境电商 B2B 样板园区。

建立长效人才培育机制
临安园区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目前一期园区入驻率 100%，共计入
驻企业 74 家，其中平台和第三方服务企
业 10 家，经营性跨境电商企业 64 家，其中
B2B 企业 52 家，B2C 企业 9
家，进口企业 3 家，整个园
区 B2B 特 色 鲜 明 ，跨 境 企
业、服务平台和地
方产业共赢发
展。数据显示，过
去的一年，跨境电
商园企业实现出

口交易额占全市跨境电商出口额的
70.9%，
跨境园区集聚效应凸显。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临安园区能够
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园区坚持招商、
培育和孵化并举，注重入驻企业的结构配
比，以 B2B 企业为主，跨境电商产品覆盖
电线电缆、绿色照明、五金工具、复合装饰
材料、体育用品、食品、无纺布、纺织服装
等行业。目前，园区集聚的跨境电商企业
中，已涌现出口额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16 家。目前，整个园区日常办公保持 400
人左右的人气。
与此同时，还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体
系的建设。园区先后与浙江农林大学、浙
江工商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
签订合作协议，与阿里巴巴跨境电商服务
中心、深圳 321 学院等第三方合作
培训。同时积极探索 B2C 商学院和
B2B 联合办公模式等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形成了长效的跨境人才培养
机制。

发力平台与渠道
上 述 负 责 人 告 诉《中 国 企 业 报》记
者，下一步园区将借助一期成熟的运营
体制和企业互动紧密的基础以及二期专
业运营团队在招商资源、专业管理等方
面的优势，做好跨境电商产业链企业招
引工作，努力补齐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
体系等方面的短板，入园企业和园区服
务全面实现量质并举的要求，力争实现
新招引入园企业 25 家，其中服务链企业
5 家、龙头企业 1 家。
同 时 ，还 将 协 同 推 进 企 业 发 展
B2B2C、B2C 业 务 。 重 点 培 育 本 土 的 规
模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 B2B 业务，培
育一批示范、领跑的跨境电商企业。
此外，有效运用跨境电商创新载体，
加快电光源产业转型，提升纺织用品行业
竞争力，实现以点带面推进全市外贸转
型，带动外贸出口总量上涨。力争实现全
年新增跨境电商企业 50 家，实绩企业 40
家，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达 2.4 亿美元的
总体目标。

本报记者 崔敏

作为振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地区
之一，大连的经贸发展备受关注，不仅有国
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有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辽宁自由贸易试
验区大连片区揭牌以来，大连金普新区 10
多天内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户，企业数量超
过 500 家。而金普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注
册企业已超过 900 多家。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大连园区负责人介绍，园区对入驻企业
实施租金及装修补贴、仓储补贴、财税补贴
配套设施服务扶持政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扶持政策、海外仓储和海外服务网点扶持政
策、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人才培训扶持政策、
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等多重扶持鼓励政策。
“园区将引进一家专业秘书公司，协助
入驻企业提供公司设立、报税、报关、报检等
‘拎包入驻式’服务。园区还将搭建科技金
融服务平台，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入驻企业
除享受本扶持政策之外，还可享受其他各级
政府已出台的有关产业、科技创新、人才、上
市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但对于以上扶持政策
中与现有政策有重叠的，企业不重复但可就
高享受。
”
该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上海镭驰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镭驰金控”
）为大连金普
新区提供管理服务系统及综合性金融服务，
并与当地政府共同成立产业引导基金，主要
投资于合作政府下辖区域的企业。

向产城融合方向发展
随着跨境产业园区的演化和发展，跨境
产业园区走向综合城区，园区承载的功能日
益多元化，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区内
并存聚集，从而推动了跨境产业园区的城市
化进程，
园区经济与城区经济逐渐走向融合。
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镭驰金控董事长
王道建议，地方政府应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
和运营模式，以“产城融合”的理念系统策
划、规划、管理、开发、运作产业园区（产业新
城）。针对目前跨境园区普遍存在通关效率
低、仓储转运手续过多转运不及时等问题，
王道表示，希望政府提高通关效率，简化退
税流程，优化跨境物流，拓展跨境电商物流
通道，
推动第三方跨境支付建设。
此前，金普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园区副
主任杨洪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7 年是
园区建设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关键一年，
“一
区多园”
、辐射东北的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