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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成都本地外贸企
业明显迎来一大政策利好。1月1
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正式实施，在这个全
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
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刺激下，成
都企业正在加速“出海”。

RCEP 生效后，我国与日本
首次建立双边自贸关系，相互立
即零关税比例将分别达到 25％
和57％，最终，86%的日本出口至
中国产品、中国出口至日本 88%
的产品，将实现零关税。

5月17日下午，成都市金堂县
金成食品有限公司（简称“金成食
品”）总经理助理文明一直在生产
车间忙碌，不停和工人沟通订单事
宜，他所在的金成食品今年以来一
直享受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

“公司的产品主要出口日本，
在 RCEP生效前，一直无法享受
到相关关税减免优惠，这项政策
生效后，公司产品出口日本即可

享受关税减免。”文明介绍，金成
食品目前主要出口蔬菜罐头、食
用菌罐头、盐渍食用菌、盐渍蔬菜
等产品，这些产品在日本拥有很
大的市场空间。

今年 1 月，金成食品首次向
成都海关申请 RCEP 原产地证
书。“目前公司出口处于平稳状
态，在对日本出口方面，企业申请
RCEP 证书 31 票，涉及货值 100
万美元。”文明说，根据业务发展
规划，今年预计出口2000余吨产
品，“一个可以预见的情形是，在
获得关税减免的背景下，公司将
扩大对日本的产品出口规模。”

处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交汇点，成都借助中欧
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国际机
场、RCEP等物流和政策优势，加
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成都已开通 131 条国际
（地区）航线，稳定运行17条国际

货运航线，国际班列连通境外69
个城市。

利好条件叠加，外贸形势向
好。据成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前
4 月，成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进出口 879 亿元，增长
27.4%，其中，进出口值排名前 3
的分别为越南228.6亿元、马来西
亚179.8亿元和以色列98.8亿元。
越南和马来西亚两国均为RCEP
成员国，在产品“出海”过程中，成
都企业享受的优惠面正在扩大。

如今，一张更长远的发展蓝图
已经绘就。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指出持续提升外资外贸能级，其
中，将做大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形
成外贸新增长点。全面优化外商投
资服务，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
合，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拓展市
场。在此背景下，成都企业的外贸
业务还会迎来更多机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日前启幕的首届“成都 520 网
购节”上，TFS 天府国际保税商业
中心正式宣布，将于5月20日起启
动试营业。

TFS 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
位于天府新区，毗邻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作为四川首个大型保
税中心，TFS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
心备受关注。据悉，试营业期间，
只有注册成为会员，并在公众号
上预约才能进入商场。预约通道
昨日开启，每日预计限流2000人。

TFS 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
究竟有什么？价格如何？如何买买
买？试营业前夕，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前往 TFS 天府国际保税商
业中心一探究竟。

购物不需要机票
或离岛离境证明

TFS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的
商业体量有4万平方米，将引进500
余个国际一线品牌、6万余种全品类

正品，整体布局精品百货、成都本土
特色餐饮、文创体验区等，将打造沉
浸式、体验式新消费场景。

商业中心一楼陈列浪琴、天梭
等国际知名钟表品牌及兰蔻等知
名美妆品牌。其中，美妆类品牌共
有91个。TFS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至7月，产
品还将更加齐全。手表品牌共有39
个，轻奢、中端价位的时装表居多，
8月还将有更多高端品牌入驻。

二楼展示国际珠宝、皮具箱
包、潮流服饰等国际时尚品牌。上
述负责人介绍，TFS天府国际保税

商业中心将引入 41 个奢侈品牌，
货品既有新款，也包括特价款，品
类还将在7月至8月继续升级。

上述负责人透露，TFS是全国
首个进口保税商品购物体验中心，
价格方面与海外接近，“尤其是美
妆产品，可能还更具价格优势”。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TFS天
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购物不需要机
票或离岛离境证明，购物相当便捷。

兰博基尼咖啡
中国首店将落户于此

商业中心三楼将打造星级宴
会厅，可供上千人开展会议。据悉，
兰博基尼咖啡中国首店也将落户
于此。

在保税商业项目建设方面，
TFS 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拥有
3000平方米的保税仓，同时天府新
区已建成投运天府新区成都片区
保税物流中心（B型），两者之间将
形成联动作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

能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
具体而言，在此购物可以留下

地址，在海关监控下，直接从保税
仓库用防伪防盗专用包装邮寄；另
一方面，现场购物后需等待40分钟
左右（等待间隙可以去楼上品尝美
食），从提货柜台提货，三单合一信
息通过海关的ERP系统传输到保
税仓，在海关监控下立即放仓，用
专属摆渡车运输到商城提货柜台。

同时，TFS天府国际保税商业
中心将与一批具有航空运营、旅行
服务等综合运营能力的高能级企
业合作，让在西南地区的旅行团客
群，将这里作为前往机场的消费目
的地，实现“出行-消费”有效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TFS天府国际
保税商业中心的商品共分两大类
——一类是跨境电商产品，主要以
美妆为主，单品单价不超5000元，
一张身份证一年的额度是 2.6 万
元：另一类是一般贸易货品，全品
类都有，消费不受任何限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以前的工作就是全职妈妈，
在家带娃、做家务，经济来源靠家
人，容易导致家庭地位弱和家庭矛
盾，但是现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说起这些改变，吾同法式刺绣
负责人雷风神采奕奕。

吾同法式刺绣店铺位于兴蓉
社区社创中心，同在中心的，还有
大城小村、自然先生科创规划设
计、特创小站工作室等社会企业。
兴蓉社区依托社区社创中心成功
打造“家门口的创业园”，以实施
乡村振兴、困难人群帮扶、在地人
才培育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公益
带市场+资源换服务”的机制，帮
助了一批青年群体、困难群体等
群体实现就业创业，并吸引他们
在社区“落地生根”，参与社区发
展治理。

聚焦“全职妈妈”群体
社区搭建就业创业平台

培训学徒、刺绣设计、举办活
动……这就是雷风现在的工作常
态，两年前，她还是没有收入的全
职妈妈。“社区了解到我是一个全
职妈妈，有创业的想法和需求。同
时社区也看中法式刺绣的市场价
值，有自我造血功能。于是就为我
提供了场地支持和政策支持，助
力我创业。”

社区给予支持，雷风也用自
己的技艺来“反哺”社区。为了帮
助更多全职妈妈有一技之长，兴
蓉社区在雷风创业成功的基础
上，通过她为辖区的全职妈妈培
训手工艺技术，从就业上带动辖
区全职妈妈入行，让她们有了一
项手艺，也有了创造经济收入的
来源。“因为参与的人多了，社区
还将社创中心二楼一间房间用来
作为刺绣工作室，给全职妈妈更
专业、系统的培训。”

帮助更多群体就业创业：
当好青年“合伙人”

李敏是一名青年设计师，
2017年，在了解到兴蓉社区有一
个创业基地社创中心后，她决定
来兴蓉社区“碰碰运气”。这一待
就是5年，在这5年里，兴蓉社区
聘请李敏担任了社区营造师，为
她提供社区空间营造项目支持，
并链接上级资源联系就业领域的
智库专家帮助她做项目梳理和指
导，让她的创业道路得到更好地
提升。

兴蓉社区在开展常态化就业
服务的同时，还重点关注辖区困
难群体，积极开展困难帮扶和就
业托底工作。辖区居民孙善永因
患小儿麻痹症，双腿失去知觉，成
为一名残疾人。在了解到孙善永
的情况后，兴蓉社区对其进行了
就业帮扶，帮助他学习手工织补，
并在社创中心为他提供了一间工
作室——特创小站。2017 年，在
社区的就业政策支持下，孙善永
注册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累计
为300余名失业人员和残疾人提
供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

这些创业群体所在的地点，是
集公益、创业于一身的“兴蓉社区
发展治理实践中心”和“兴蓉社区
微组织孵化中心”，是辖区有名的
社创中心。社创中心建筑面积约
1200平米，拥有多样化的板块空
间，包括兴蓉国际会客厅、“心融
荟”党群共享空间；以法式刺绣、竹
编小站为代表的文创空间等。

5 年来，兴蓉社区依托“社
创”平台效应，不断挖掘本土公益
人才，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治组
织的专业培育和内生成长，前后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50余家，驻地
社会组织 6 家，共开展公益创投
六届，成功孵化和培育文体、公
益、互助等各类自组织 27 个，半
数以上拥有自主造血功能，充分
践行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会展业被誉为国民经济的晴
雨表，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和产业
进步的助推器，如何进一步激发
会展经济潜能？5 月 18 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博览
局获悉，为支持会展行业市场主
体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健康
发展，该局已于日前正式印发了

《支持会展行业市场主体健康发
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政策措施实
施细则》，其中明确，因疫情延期

举办的市场化展会项目，经审核
后在基本补贴基础上将给予 30%
的上浮补贴，但单个项目上浮金
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事实上，这不是成都首个对会
展业市场主体出台的扶持政策。今
年4月，成都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
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政
策措施》（即“助企健康发展 30
条”），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促进
经济稳定增长。其中提出，夯实文

旅和会展行业恢复基础，对疫情期
间举办符合条件的线上展会项目
的成都会展企业、开展会展专业技
能提升等培训项目的会展行业协
会及因疫情延期举办且符合一定
条件的展会项目，给予补贴。

此次出台的《细则》则对于补
贴奖励都进行了明确，并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了政策的覆盖范围且加
大了对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比
如，支持的重点将分为三类：由成

都会展企业举办的线上、线上线下
一体市场化展会项目，经认定后，
按照实际投入的 40%给予最高不
超过50万元补贴。疫情期间，成都
会展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会
展专业技能提升等培训项目，按每
个培训项目实际投入给予最高不
超过20万元补贴。因疫情延期举办
的市场化展会项目，经审核后在基
本补贴基础上给予 30%的上浮补
贴，单个项目上浮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基本补贴按《2021年度成
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相关规定计算。

《细则》还明确了具体的申报
流程及要求，对于符合支持重点前
两项的，将由项目申请单位向其注
册地区（市）县会展主管部门申报，
而符合支持重点第三项的，则由项
目申请单位向展会项目举办地区
（市）县会展主管部门申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稳经济助企业 促发展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616..88%%，，这是这是11--44月成都外贸进出口月成都外贸进出口““跑跑””出的速出的速
度度。。从规模上看从规模上看，，前前44月成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实现月成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实现27432743..55亿亿
元元。。同期同期，，四川货物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贸易进出口总值32323232亿元亿元，，成都占比达成都占比达
8484..99%%，，仍保持仍保持““领头羊领头羊””地位地位。。

而在成都外贸而在成都外贸““成绩单成绩单””中中，，一组数据值得关注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前前44月月，，成成
都民营企业进出口都民营企业进出口747747..33亿元亿元，，增长增长7676..11%%，，占同期成都进出占同期成都进出
口总值的口总值的2727..22%%，，较上年同期提升较上年同期提升99..2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一个背景值得关注一个背景值得关注。。近期成都出台近期成都出台《《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
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明确提出，，促进外资外贸持促进外资外贸持
续增长续增长。。值得期待的是值得期待的是，，在良好营商环境和惠企政策刺激下在良好营商环境和惠企政策刺激下，，
成都企业外贸进出口业务会继续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成都企业外贸进出口业务会继续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今年以来，随着成都市各类助
企纾困政策加码，减税降费、对中小
企业的融资支持等政策纷纷落地执
行，加速推动市场主体“轻装前行”。

向好发展的态势，体现在企业一
笔笔外贸业务中。5月10日，首列采用
进境“铁路快通”模式的中老班列抵达
成都国际铁路港，这趟列车共装载25
个集装箱500吨木薯粉，这是米仓供
应链集团在成都实施的一笔外贸业
务。而该趟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中
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

“成都是我们推动实施外贸业务
的重要城市，虽然在全球疫情背景下
企业供应链受到运输、时效等因素的
影响，但是在成都，凭借本地联动全
球的物流通道优势以及一系列惠企
政策，企业深耕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的
业务仍旧保持坚挺态势，我们对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米仓供应链集团总
裁孙剑巍介绍，公司主打食品和跨境
电商等业务，产品出口呈现多元化趋
势，“实际上，今年1-4月公司外贸业

务一直保持增长态势。”
如何跑出外贸增速，实现企业稳

健发展？在孙剑巍看来，对民营企业
而言，竞逐国际市场，需要不断调试
自身的贸易结构和出口市场。“比如，
要优化供应链，为此，我们提前谋划
好出口产品的采购渠道，而在产品

‘出海’方面，我们正在拓展更广阔的
海外市场。”孙剑巍透露，此前，公司
在成都的货物出口业务主要借助空
运方式，随着中老铁路开通，成都链
接东南亚市场的路径更加便捷，公司
下一步会立足成都，把铁路出口业务
做大做强，大力拓展东南亚市场，“我
们还有一块业务是工业品，这方面的
出口业务也会加强。”

来自成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前
4月成都民营企业进出口747.3亿元，
增长76.1%，占同期成都进出口总值
的27.2%，较上年同期提升9.2个百分
点。同期，四川民营企业进出口1079.6
亿元，增长74.2%。抢滩全球市场，成
都民营企业正在释放发展活力。

成都出台支持会展行业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政策措施实施细则

因疫情延期举办的市场化展会项目，补贴上浮30%

不仅带动就业
更能参与共治

社区家门口创业

开心！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6.1%
高增长背后，企业动力和信心倍增

RCEP政策红利释放
本地企业提速产品“出海”步伐

TFS天府国际保税商业中心实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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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风进行刺绣教学

前4月成都民营企业进出口跑出

机遇多
政策惠
信心足外贸高增长背后

TFS天府国际保税中心明天试营业
购物不需要机票 价格与海外接近

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