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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编　 　　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

编者按：７月 ３０日下午，“建设跨境电商综试区，开辟我区商

贸新蓝海”专题协商会议在蓝天宾馆召开，区委副书记裘超，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沃岳兴，区委常委、副区长冯伟出席本次会议。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研

室、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科技

局、区财政局、萧山国税局、区委人才办、区市场监管局、杭州海关

驻萧山办事处、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萧山支局主要

负责人；以及区各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区工商联主席，区知联会

会长、副会长及其他党外代表，区统战“智库”专家成员代表听取

了空港跨境园区发展情况汇报，并对空港跨境电子商务的下一步

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空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进做空港

跨境园区发展情况专题汇报。

现将姚进同志的汇报材料予以转发，供参阅学习。全体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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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村（社区）三委班子要主动投身信息化的时代浪潮，认真学

习临空经济、互联网 ＋、跨境电商等知识，进一步提振信心、发奋努

力。各村（社区）要抓住跨境电子商务大发展的机遇，深度挖掘自

身优势，认真研究发展思路，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经济社会

的创新发展。

空港跨境园区发展情况汇报

空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姚　进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

（根据录音整理）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精英荟萃、群贤毕至，共同为萧山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出

谋划策、营造气氛，我感到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重要的意义在于，

萧山在经过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市

场萎缩、企业经营压力增大等诸多困难，发展受阻，举步维艰。互

联网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谁能在“互联网 ＋”的大潮中

抢占先机，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独领风骚。现在，我们看到萧山

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周边的余杭、滨江等地，我认为这是一根线和一

张网的差距、是一匹布与一片云的差距、是一台车与自动化、智能

化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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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 ＋”的大潮中，萧山的切入点又在哪里？萧山的机

会在哪里？我记得萧山通惠路的北山通览上有句大型标语———

“萧山走向世界”，这一直是萧山人的梦想，一直悬挂在萧山城市

的上空，悬挂在每个萧山人的心中。但这个梦想一直缺少一个切

入点和载体。现在，机会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互联网背景下

的跨境电商。跨境电商是“互联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联

网 ＋贸易”的重大举措，是国务院李克强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大

工程，是“萧山制造”走向世界的一扇窗、一道门、一座桥。现在我

们站在互联网的风口，萧山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决

定着萧山的转型、决定萧山命运、决定萧山的未来。因此，今天区

委、区政府搭台，邀请各位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门研究

跨境电商问题，我感到研究的是萧山转型升级的大局，研究的是萧

山谋求变革的顶层设计，研究的是萧山的出路、萧山的走向、萧山

的未来，因此任务非常艰巨，意义非常重大，工作非常重要。

下面，我将我们近期以来的有关工作，分二个方面简单汇报如

下：

一、空港基本情况：

规划概况方面：杭州空港经济区成立于 ２００９年 ８月，规划面

积６８平方公里，辖区内有靖江、南阳二个街道和萧山机场。

产业发展方面：依托机场，发展５＋１产业，即：航空产业、快递

物流、电子商务、临空商贸和先进制造业五大新兴产业，和以纺织、

化纤、雨伞、卫浴、童装和机械制造等为代表的传统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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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本情况：简要来说可用六个“有”来概括：

就是有数字、有项目、有载体、有压力、有责任、有信心。

其中：

一是有数字：２０１４年，空港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０亿元；规上

工业销售产值２２０亿元；财政总收入 １０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５亿

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排名全区前几位。

二是有项目：我们引入了一大批电子商务、快递物流、航空运

输、先进制造企业项目。

三是有载体：主要是建设一城五园一镇一带。

一城即为建设“三生融合”的现代化空港新城。

五园即为跨境电商产业园；智慧物流科创园，重点培育以电子

商务、智能物流等为特色的中小微科创型企业；物流快递产业园，

目前集聚了国内外一大批知名物流快递企业；航空产业园；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园，已经引进了南车的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萧山既能

造汽车，又能造火车，既能做传统产业，更能做创新产业。

一镇即为空港小镇，规划面积２．８平方公里，是一个产城融合

的特色小镇。

一带即为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积极

谋划电商换市工作，与阿里巴巴合作，搭建空港自用的以雨伞、卫

浴、童装等传统产品为特色的网上销售平台。在区商务局的支持

下，我们于７月份成功申请了“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升格为一

个面向全区、服务全区企业的传统产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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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８８家商户已认证上线，二期还将有 １２０家企业上线，共计有

２０８家企业上线销售。通过努力，我们力争到明年年底实现 １０００

家企业入驻。

四是有压力、有责任、有信心：

作为萧山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平台，我们肩负着引领萧

山经济发展的重任，一方面，区里对我们的期望很高，任务很重，我

们深感责任在肩，压力在身。另一方面，区委区政府对我们的发展

更加重视，对我们的也更加关心和支持，也让我们的工作充满斗

志，更有信心。

二、跨境基本情况：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是去年 １１月份李克强总理调研浙江时

送给杭州的“大礼包”，是全国唯一的跨境电商综试区，肩负着探

索打造“网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命。空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是杭

州综试区三大“线下园区”之一，２月 ９日正式开园运作。空港跨

境园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定位：打造我区开放型经济和新经济的主平台，为

开辟我区商贸新蓝海做好排头兵、领先者。

目前我们空港经济区的新经济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不到

１０％，贡献了空港经济区 ２０％的 ＧＤＰ，６０％的财政总收入和 ７０％

的地方财政收入，新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第二，二个目标：空港跨境园区的发展有两大目标，

一是打造既做进口，又做出口，努力培育跨境电商生态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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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上地下、线上线下”（即天上有航空运输，地下有物流快递；

线上有交易平台，线下有 Ｏ２Ｏ体验店）相融合的全产业链，打造一

个服务全区全市全省、推动萧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

二是狠抓跨境电商，通过不断努力，“进口抓放量，出口作表

率，配套抓完善”，争取在进口单量上“一年超下城、两年超下沙、

三年全国做示范”，成为杭州“综试区”特色发展的重要板块。

第三，发挥三大优势：

一是机场口岸优势。萧山机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十位，为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和口岸支持。

（２０１４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 ２５５２．５９万人

次，排名全国第十，其中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 ３００万，排名

全国第五；货邮吞吐量３９．８６万吨，排名全国第七。）

二是保税仓储优势。空港的保税物流中心在全国 ２７个保税

物流中心中位列前三，中心一期建成 １０万方的保税仓库，二期正

在建设２０万方的保税仓库，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仓储保

障。

三是快递物流产业集聚优势。空港作为“中国快递产业示范

基地”，已有一批快递、物流企业入驻，为货物的快进快出和最后

一公里派送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四，抓好四项工作：

一要抓规划修编。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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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委托专业单位编制 ５平方公里的“一心两轴四区”空港跨境园

区的总体规划，在产业定位、空间结构和功能配套上对园区进行合

理布局。其中：一心，即跨境电商通关服务中心；两轴，即红十五

线、保税大道两条发展轴；四区，即机场口岸作业区、智能仓储区、

快递分拨区、总部办公和商业配套区。

二要建好平台。空港跨境园区主要分为两个平台。

一个是进口平台 “空港通”，为入驻企业提供数据接入、快速

通关、信息共享、供应链管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我们的

进口平台已经开始放量，近期的日均单量已经稳定在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单左右，高峰期达到 ７０００单，进口业务已经超过下城。下半年我

们将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手段，加快上量，争取到年底突破日均 １

万单的规模。

另一个是出口平台空港达”，围绕萧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将

打造一个面向全省的出口通关基地，为萧山乃至全市、全省企业打

开国际市场，把萧山传统企业的优质产品卖到国外，推动“萧山制

造”走出国门，成为萧山连接世界的一个通道。目前出口平台正

在开展场站建设、业务流程设计、信息平台建设等工作，萧山本地

首批８家企业的３０多种商品的 Ｂ２Ｃ出口模式已经完成上线测试。

三要强化招商。一是抓项目招引。园区已经累计注册和备案

企业１３９家，主要包括京东全球购、顺丰海淘、洋码头、鲜生活等平

台电商，以及富士康旗下准时达等供应链企业。目前，还有一大批

电商类企业已经签约或即将签约入驻空港园区，这其中，既有国内

小电商，也有国际大平台；既有区内传统企业，也有区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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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线上平台，也有线下供应链。像富士康旗下准时达、香港华

镫、日本三井物产（玖猫佳品），还有东方航空旗下东航快递等。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主力型、平台型、领军型电商项目，争取到

年底园区入驻企业达到二百家。二是拓展新业务。我们计划，一

建设冷链物流，打造一个进口生鲜商品物流、展示、交易中心；二在

空港跨境园区、机场候机厅等地开设 Ｏ２Ｏ体验店试点；三积极鼓

励企业建设海外仓，为本土企业开展跨境出口业务创造条件。

四要完善配套。目前有大量的客商意向入驻空港跨境园区，

但我们的保税库资源紧缺，园区爆仓严重，我们千方百计调度存量

资源，但仍无法满足企业实际需求。为解决园区配套不足的难题，

我们启动了总投资１１亿元，总建筑面积２３万方的保税仓库、综合

服务楼、Ｏ２Ｏ体验及跨境电商展示馆等项目。其中２０万方保税仓

库的建设，争取今年年底前完成 ２万方，明年 １０月底再建 １８万

方；３万方综合服务楼项目，为园区提供办公、金融、会议、展示、住

宿、餐饮等配套功能，计划 ２０１７年 ４月竣工；２０００方的 Ｏ２Ｏ体验

及跨境电商展示馆项目，主要用于跨境商品 Ｏ２Ｏ体验、跨境园区

规划展示等功能，计划今年底前竣工投入使用。此外，为加强园区

的综合配套功能，我们引进了社会投资 １２亿元的 ２０万方空港新

天地项目，为园区提供集生活、商务、娱乐、休闲与一体的大型商业

综合体，计划２０１７年竣工投用。

三、相关建议（略）

各位领导、同志们！跨境电商，萧山必须发展，萧山可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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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将为“萧山制造”走向世界插上飞翔

的翅膀，为萧山开辟商贸新蓝海架起一条条通达世界的“网上丝

绸之路”，为萧山建立起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同频共振的最好载

体，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萧山与互联网这么近、与世界这么近、与

国家战略这么近。

我们空港跨境电商园刚刚起步，成效也还不够明显，成绩也还

不够突出。但我们已经为发展跨境电商开辟了“先行先试”的舞

台，搭建了发展壮大的平台，拿到了通向世界之门的金钥匙，对未

来我们充满期待和信心。在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中，我们感到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真诚的期望区委、区政府能够继续关心支

持空港跨境电商园区的发展，我们真心邀请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各

界朋友们为我们出谋划策，为我们宣传推介，为我们摇旗呐喊。让

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投身伟大的国家战略，共同编织美好的梦想，

共同拥抱萧山的未来，让萧山的“互联网 ＋”从空港出发！

　　　　　　　　　　　　　　　　　　　　　　　　　　　　

编辑：李　力、俞秀春　　　
—９—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页面
     Trim: fix size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Shift: move 下 by 8.50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150807105138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No
     920
     388
    
     Fixed
     Down
     8.5039
     0.0000
            
                
         Both
         5
         AllDoc
         5
              

       CurrentAVDoc
          

     Uniform
     0.0000
     Top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9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9
     8
     9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