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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

满洲里：“多点发力”让开放的大门容纳世界
◎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满洲里日报记者 李文博

11 月 9 日，满载以蔬菜为主要货物的 42 个集装箱、货值约 150 万美金的“赣满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口岸顺利出境，这标志着中欧班列产品已经由单一化向多
样化转变。

自 2015 年 11 月首列“赣满欧”开通后，富有江西地方特色的小商品、木制家具等相继通过该趟中欧班列经满洲里口岸输往中东欧。
这不单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满洲里市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取得的又一硕果，同时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满洲里对报告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以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等内容的精准解读。
作为欧亚大陆的“桥头堡”，满洲里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自治区时提出的“五个结合”

“五个融入”的重要指示，深入落实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议定事项，满洲里做大做强进口俄罗斯小麦、葵花、亚麻籽、燕麦、荞麦等农产品进口落地加工业；
放大口岸区位优势，推动进口木材加工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木结构房屋基地和国家级木结构房屋产业示范市；持续增强“中欧班列”黄金物流通道的
辐射带动能力，大力推动出境班列货品在满洲里落地加工，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迈进⋯⋯多措并举，多方联动，多点发力，满洲里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更好
推动开放发展的新内涵和新要求。

渠道先行 打造全国最大
对俄农产品进口加工基地

满洲里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前 3 季度，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口
的俄罗斯产优质小麦粉达 192.16 吨，
货值 43.27 万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
相比分别增长 46.5%和 17.8%。

据满洲里海关驻十八里办事处查
验科负责人介绍，目前，满洲里口岸进
口的小麦粉 80%以上的产地来自于
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该地区海拔较
高，所产小麦生产周期长、营养品质较
高，是俄罗斯优质小麦主产区。在种
植过程中，这里的小麦不使用农药、化
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在加工过程中
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属于纯天然
绿色食品。

俄罗斯产小麦绿色天然的特性，不
仅受到满洲里市及周边居民的青睐，也
得到越来越多国内顾客的认可和接
受。近几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口的小麦
粉远销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开国门搞建
设是发展的大势所趋。满洲里作为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始终推动中
俄蒙 3 国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
作发展，推动和帮助俄罗斯农产品落
地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进一步打开
草原丝绸之路的‘北大门’。”呼伦贝尔
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陈立新说。

在打造全国最大的对俄农产品进
口加工基地过程中，满洲里市专门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陈立新、市长许爱莲
亲自挂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姚景
林为常务副组长，海关、国检局、商务
局、外经贸局等部门为成员的满洲里
市对俄农产品进口加工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项目推动。

自 2014 年 2 月实现农产品进口
以来，满洲里口岸进口油菜籽 10.4 万
余吨、亚麻籽 8.3 万余吨、成品油 3.7
万余吨；2017 年突破性实现了小麦、
燕麦、荞麦、葵花籽的进口，进口小麦
1.1 万余吨、燕麦 200 余吨、荞麦 150
余吨、葵花籽 220 余吨；落实国家兴边
富民政策，2017 年通过满洲里互市贸
易区免税进口俄罗斯成品油 2800 余
吨、成品面粉 15000 余吨。

截至目前，满洲里口岸先后获得
多项国家批准的指定口岸权限，先后

成为国家级粮食进口指定口岸、对俄
油菜籽进口唯一指定口岸、对俄小麦
陆路进口唯一指定口岸（水路为连云
港口岸）、对俄荞麦、燕麦、葵花籽、亚
麻籽实验性进口指定口岸。进口俄罗
斯粮食的品类已达到 7 个，农产品进
口加工产业正逐步成为满洲里市的战
略新兴产业，满洲里市也将成为全国
最大的对俄农产品进口加工基地。

为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头作用，满
洲里还盘活了位于牙克石市的中粮集
团麦芽厂。这家企业每年需原料大麦
30 万吨，现因原料短缺，处于停工状
态。满洲里市委、市政府及满洲里外
贸进口公司已分别与中粮集团签署了
合作协议，正在全力推动俄罗斯大麦
进口事宜。

“三区联动” 释放边民互市
贸易政策和推进深度开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从广度上理解，“全
面开放”意味着开放的范围扩大、领域
拓宽；从深度上理解，“全面开放”意味
着开放的方式创新、层次加深。满洲
里秉承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坚持“互贸区、综保区与
国门景区三区联动统筹发展”的思路，
在充分释放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和推进
深度开放方面做了积极大胆尝试。

按照“证照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规范化交易、信息化监管”的原则，满
洲里实现了免税交易区“真边民、真商
品、真交易、真发展”，不但从广度和深
度这样两个基本维度诠释了十九大精
神，而且在深度开放工作中取得了重
要突破和丰硕成果。

一系列大手笔推动着“三区联动”
从蓝图走向现实：

经过改扩建项目建设，互市贸易封
闭区的夜晚“亮”了起来，形成了满洲里
市区东西部遥相呼应的城市夜景；

随着国门—互贸区联通通道投入
使用，互贸区与国门景区联通发展态
势基本形成；

拓展改造公路口岸至互贸区专用
通道，实现双向通车，解决了多年来制
约互贸区发展运输瓶颈，俄罗斯游客、
商品入区更加便利；

开发互市贸易体验店管理系统、
互助组交易系统、互市贸易区与综合
保税区两区联动信息系统、购物支付
及身份证识别系统，互市贸易信息化
系统日益完善，免税购物管理和运营
能力与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建免税交易 B 厅、背包客交易
厅投入使用，与免税交易 A 厅形成了
定位清晰，功能互补、集聚人气的俄罗

斯商品销售模式；
尼基金酒店、青年公寓投入运营，

餐饮、住宿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今年 7 月 4 日，满洲里举行了中

俄互贸免税区封闭运营启动仪式，这
对满洲里互市贸易发展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更开启了互市贸易转型发展的
新篇章。

通过赴俄开展宣传推介，水产品、
松籽仁等商品首次被引进互贸免税
区。目前，中俄互贸免税交易区已引
进包含面粉、食用油、提拉米苏等主要
商品为主的 278 大类，1000 余种俄罗
斯商品。2017 年前 10 个月，中俄互
贸免税交易区已交易俄罗斯商品 2.26
万吨，实现交易额 1.42 亿元，年内有
望突破 2 亿元。

俄罗斯生产的第三国贴牌商品也
即将入区经营，蒙古国商品入区取得
实质突破。继今年 6 月 9 日成功举办

首届蒙古国商品交流展销会后，先行
以背包客形式引入少量蒙古国商品入
区经营，互市贸易商品领域得到进一
步拓展。

经过招商，该区还引进了山东临
沂商城——东方优品全球购入驻，经
营范围涵盖质优价廉的轻工产品和生
活用品，涉及单品 3800 余种，进一步
丰富了出口商品种类。

今年 9 月 5 日，该区与东莞市 3 个
镇 20 家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签订了
合作意向。通过互贸区这个平台，可
以将东莞市甚至广东省的自主商品销
售到俄罗斯，将俄罗斯质优价廉商品
转运至东莞及周边辐射地区，形成一
条完整流畅的南北经贸产业链。

而作为“三区联动”之一的满洲里
综合保税区，因区内企业可享受保税、
缓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在区内仓储的
进口货物，既可以享受综合保税区的
各项优惠政策，在出区时又能享受到
边境小额补贴优惠政策，吸引了一批
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入驻。这将助力
满洲里外向型经济的深度发展，使满
洲里综合保税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欧
亚第一桥头堡”。

“大通关”建设 千列中欧
班列畅通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装载着 45 个集装箱大柜的中欧
班列（满洲里—莫斯科）不久前在满
洲里铁路新国际货场首发，标志着满
洲里口岸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重要着力点”战略中迈
出了新步伐。这对于促进口岸贸易
发展，带动全区对外贸易提档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一
带一路”建设是重点之一。在这一过
程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要素充分流
动是关键。近年来，满洲里通过“大通
关”建设，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深化和扩大开放。

遵循“一带一路”倡议和自治区开
放带动战略，满洲里口岸近年来大力
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口岸服
务功能，全面提升口岸通关能力。

满洲里铁路口岸换装能力达到了
8000 万 吨 ，公 路 口 岸 年 过 货 能 力
1000 万吨，旅客人员通关能力 1000

万人次，车辆通关能力 100 万辆次。
同时，满洲里积极推进口岸“大通

关”建设，率先在公路口岸开展了关检
合作并联式作业，实现了一关两检“一
站式”通关。在航空口岸创造性地实
施了海关、检验检疫、机场“一机三屏”
的“三互”通关模式。在铁路口岸旅客
列车上，实施了“前台共同查验，后台
分别处理”的工作模式。

特别是 2016 年初，满洲里在全国
沿边口岸率先启动建设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口岸通关效率提升了50%以上。

如今，满洲里口岸已经发展成集
铁路、公路、航空三位一体的国际化口
岸，形成了畅通、便捷、集约、高效的多
式联运、智能化综合服务平台。在全
国沿边口岸中，满洲里通关能力最强、
通关环境最优、口岸货运量最大、中欧
班列线路最多，进一步彰显了欧亚通
道枢纽作用，成为开行中欧班列的首
选之地。

据统计，2017 年 1 至 10 月份，经
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铁路口
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共 1087 列。这一
数据意味着，今年前 10 个月，经该口
岸进出境班列数量比 2016 年全年的
1036 列还要多出 51 列。

全国范围内目前已形成 7 大中欧
班列出境主干线，发站地达 30 个。以
国内始发地为准，返程班列形成 4 条
主线，目的地包括全国 11 个城市。目
前，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路
线共 41 条，其中出境班列路线 30 条，
入境班列 11 条。“苏满欧”“长满欧”

“哈满欧”“沈满欧”已实现常态化和品
牌化运行。随着中欧班列发展日益成
熟，2017 年新开通线路基本实现双向
对开，满洲里口岸跨境班列将步入健
康发展的“快车道”。

满洲里海关全力支持“丝绸之路
经济带”东线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口岸
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的“三互”工作，全面实现与
检验检疫机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的“三个一”全流程作业，积
极打造大通关体系，全方位保障中欧
班列高效、顺畅运行。

目前，满洲里海关对中欧班列实
行全程“优先受理、优先查验、优先放
行 ”，并 提 供“365 天 24 小 时 预 约 通
关”、“随到随放”的通关服务。

（本版图片均由王化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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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过货量
万吨

其中：进口
万吨
出口
万吨
转口
万吨

木材进口量
万立方米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

。

中俄互贸免税交易区

。

满洲里边检一中队战士通过

网络学习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

。

中欧班列（满洲里—莫斯科）启程。

2817 3006 3011 3013 3051

1740 1800 1432 1230 1337

325 320 302 271 322

752 886 1277 1512 1393

890 873 973 956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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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小麦入境满洲里俄罗斯小麦入境满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