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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大连
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流程，加快口岸通关
模式转变，推行进口“提前申报”“24小时预约
查验”“货到放行”等便捷举措，为“一带一路”
农产品进口创造快速便捷的口岸通关环境。

除越南火龙果、泰国鲜龙眼、菲律宾菠萝
等新鲜水果外，来自印度的对虾、巴基斯坦的
冻鱿鱼等水海产品进口量也实现了大幅增
长，这些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优质农产品，不断走上百姓餐桌，满足了消费
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据统计，今年前 8个月，
大连海关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
产品价值6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2%。

随着海关等口岸部门口岸便利化措施的
持续深入，合作优势促进了与日本、韩国经贸
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倡议为日本、韩国企业
在大连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大连港与日
本横滨港、福冈港和韩国釜山港等全球300多

个港口互联互通，是东北地区唯一纳入“ 一带
一路”建设规划的港口，连接中欧10 个城市，
形成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在海
关支持下，日本、韩国与大连的经贸合作有了
良好基础。各方企业联合“走出去”“走进来”，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建立和完善
合作机制，开展双向投资。今年5月28日，大连
海关召开“关企之桥”（日资企业）通关恳谈会，
成为让进出口企业暖心之举。

追逐“中国梦”在接续奋斗中砥砺前行

百年大连海关，
历经风雨沧桑。自
1907年建关以来，
已走过了百年历程。

走进新时代，作为东北地
区业务量最大的重要口岸海
关，大连海关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埋头苦干，全力以
赴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各项
决策部署，高质量完成海关总
署和大连海关总关确定的重
点工作，建设新时代“一流强
关”，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
助力大连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更高质量发展。

实干担当践初心 履职为民写芳华
——大连海关与新中国风雨同行七十载纪实

常 宁 陈逸辉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海关的曲折发展历程契合了中华民
族的发展历程，透视着民族命运、见证着国家
兴衰。

1945年8月，大连解放，承担起“特殊解放
区”的历史使命。海关对进出大连口岸的货
物一律按 5%征收捐税，成为大连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同时开辟了大连至香港的海
运航线，积极调运粮食，确保武器、弹药等
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大连运往华东各战
场，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自 1907 年设关至 1945 年，大连
海关共监管进出口货物 18967 万吨，平均年
监管527万吨。1973年国务院批准大连市为
开放城市之后，对外贸易逐渐活跃，大连海关
监管货物量逐步攀升，1974 年突破 1000 万
吨，1981 年突破 2000 万吨，2003 年突破 6000

万吨，2018年达到2.16亿吨。
今年前 7个月，大连海关入库税收 430.5

亿元，同比增长 12.64%。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1.2亿吨，增长4.9%；监管进出境人员202.1万
人次，增长18.2%；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9.7万
辆（架/次），增长 13.8%；监管邮、快递物品总
数731.1万件，增长1.6%。检验检疫出入境货
物 17.75 万批，货值 372.92 亿美元，检出不合
格货物772批，货值19.33亿美元……大连作
为中国北方最繁忙口岸的地位从未动摇。

近年来，大连海关开展“蓝天 2019”专项
行动，查获走私旧液晶显示器 4800 余吨；聚
焦走私突出问题，开展7次“捍卫”系列行动，
整肃油品、白糖、汽车等行业；鲅鱼圈海关退
运28个集装箱废铝渣；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
件2207起，案值57.52亿元，涉税5.15亿元。

踏上新征程 在坚定追随中不断奋进

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从支持
大连外贸转型升级到整个东北地区开发开
放，大连海关创造了无数次辉煌。

以保税领域八大重点工作为抓手，全力
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助力铁矿石期货保税
交割业务全面上线，国内首票 1 万吨铁矿石
期货在大连港保税堆场完成仓单交割。支持

“保税航油”项目在大连空港落地。在全国率
先开展的“保税混矿”业务成效显著，超 60%
的保税混矿转口至日本、韩国，打造东北亚矿
石分拨中心，该业务入选国务院第四批自贸
试验区创新制度。支持开展平行进口汽车保
税仓储，保税仓储汽车突破 1 万辆。积极开
展“委内加工”业务，该措施使企业实现从单
向出口到出口、内销“两条腿走路”，其中大连
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2019年产能预计增长3
倍，产值达到10亿元。

大连海关推行提前申报、先验放后检测
等便利化措施，提升口岸通关时效。今年前
8 个月，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50.27 小时，出
口为7.48小时，比2017年分别压缩58.33%和
56.59%。全面精简进出口环节申报项目和监
管证件，将原报关、报检229个申报项目合并
精简至 105 个，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
由86种减至48种，各类申报项目单据合计压
缩达50%以上。坚决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涉
企收费，2012 年至今，主动削减近 2.5 亿元。
推出18项措施优化外贸营商环境，百家诚信
企业享受定制服务……一系列有力举措使政
府服务的效率更高、企业发展的生态更优、百
姓的生活更便利。

推进东北振兴
在蹄疾步稳中推进转型

大连海关隶属关映象YINGXIANG

海关关员快速验放平行进口车展示车辆。李 进 摄

大连港湾海关关员在“恩德沃”号油轮上记录检尺数据。 刘昌伟 摄

鲅鱼圈海关退运近700吨“洋垃圾”。 林 东 摄

从5月1日起，周水子机场海关率
先在大连空港口岸试点“对进境旅客
托运行李 100%先期机检+现场通道
抽查”的全新口岸进境通关模式。海
关对进境旅客托运行李在行李分拣区
提前实施非侵入式X光机检查，旅客
进入旅检现场时，只有少数旅客行李
需要现场查验，大部分旅客在提取托
运行李后，就可直接通关，平均时间由
原来的25分钟缩短到15分钟。目前，
已有95%的进境旅客实现“直通”。

近年来，周水子机场海关积极转
变监管理念，依托信息化手段和后续
监管机制，在“管得住”的基础上，加快
快件流转速度，让快件真正“快”起来。

实施“入库直验”模式，合并进境
快件查验和入库流程，卸机快件直接
到分拣线进行同屏比对及风险布控，
无须查验或查验无误的快件可当场
进入监管库等待派送；结合木制托盘
等检疫项目的“前置拦截”手段，将各
类快件有序分拨；将耗时较长的物品

审价环节前移，保障快件早班机如期
离港。新的监管方式正在吸引越来
越多的快件承运企业将业务重心转
移到大连口岸。

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周水子
机场海关累计监管个人物品类快件
27.7万件，同比增长738.66%。

今年5月26日，保税航油业务在
大连空港正式落地。早在年初，周水
子机场便与口岸办、机场集团、航油
企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深入企业一
线，手把手协助企业开展保税航油项
目建设。8月 29日，首批 500吨保税
航油正式入仓，预计9月底将实现飞
机供油。据了解，保税航油项目可有
效降低航运成本约15%。

周水子机场海关优化进出库业
务流程，协助企业提高免税品上架速
度，提升口岸免税店销售竞争力。1月
至 8 月 ，大 连 机 场 免 税 品 销 售 额
9974.51万元，同比增长32.86%。
李 洋 刘伟伟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周水子机场海关

95%进境旅客实现直接通关
9 月 19 日，在营口港口岸，大连

海关所属鲅鱼圈海关关警员经过仔
细核对集装箱箱号、锁号，确认准确
无误且完整无损后，装载 28 个集装
箱废铝渣的货轮驶离营口港，688.32
吨我国禁止进境固体废物被鲅鱼圈
海关责令退运出境。这是鲅鱼圈海
关今年退运的第二批“洋垃圾”，也是
今年退运量最大的一次。

在大连海关“蓝天 2018”专项行
动中，该批货物因涉嫌走私进口“洋
垃圾”，于2018年下半年被鲅鱼圈海
关查扣。货物进境时申报品名为“铝
基炼钢促进剂”，海关关员在查验过
程中发现了异常，后经权威机构鉴
定，证实为我国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
废铝渣。

这是鲅鱼圈海关打击走私的一
个缩影。2000年的全国最大海运渠
道冰毒走私案，2011 年的全国最大
镁砂走私案……一个个大案要案的
破获，展现出鲅鱼圈海关人忠诚维护
国门安全的意志和决心。

近年来，鲅鱼圈海关充分发挥进

出口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创新优化
服务，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鞍钢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所需的铁矿和煤
炭大多在鲅鱼圈海关申报进境，大量
货物的进口导致企业资金占用严重、
周转困难。鲅鱼圈海关从鞍钢实际
问题出发，主动进行实地调研、“量
体”监管，指导企业在进口原燃料海
关申报时全面引入“关税保证保险”
业务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巨额资金占
用问题，为企业盘活资金11亿元。

此外，鲅鱼圈海关还积极融入辽
宁自贸区和营口综保区建设，发力

“区港联动”，畅通港口与特殊区域之
间的货物流转，自主研发 船舶吨税
查询平台。该平台通过互联网云技
术传输数据，企业可网上查询税单编
号、缴款确认、执照打印进度等，海关
也可作为后续查询、统计的依据，大
幅减少企业往返海关和银行次数，有
效节约了企业经营成本，此项创新荣
获“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奖”。

王华峰 本报记者 王荣琦

鲅鱼圈海关

忠诚维护国门安全
大窑湾海关于 1996 年 11 月 29

日正式开关，年监管进出口货物量
从最初的 324.8 万吨增加到 8526.1
万吨，监管进出口集装箱由 30.5 万
标箱提升至 863.4 万标箱，税收由
13.6亿元增加到509.5亿元。

今年 9 月 11 日，大窑湾海关在
全国率先推出“平行进口汽车转口
保税增值服务”业务。这是继保税
仓储、保税展示交易政策后，大窑湾
海关推出的又一项创新政策。在一
系列利好政策的叠加下，1月至8月，
大窑湾保税仓储平行进口汽车入区
4326辆，报关进口汽车出区6385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0.4%。

近年来，大窑湾海关大力拓展
“保税仓储+转口”业务，推行“入区
检疫、出区核减”制度，积极配合地
方政府，引入有影响力的电商平台，
优化监管流程和提升信息化水平。

大窑湾海关在全国首批启动应
用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卫星定位

车辆监控系统和电子地磅称重、放
行系统、智能审图系统，推进“互联
网+海关”建设，优化通关流程，通
关效率不断提升。

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东北地
区最大的集装箱口岸进口整体通关
时 间 47.66 小 时 ，较 2017 年 压 缩
65.33%；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9.87 小
时，较2017年压缩54.33%。

深入推进审价作业无纸化措
施，设立专人专岗监控电子审批流
程，验估工作所涉关企交互、关内交
互、技术支持、审价作业等验估环节
全面实现无纸化。今年前 8 个月，
共制发无纸化审价文书7654份。

为配合做好提效降费工作，大
窑湾海关开展查验没有问题集装箱
相关费用免除工作，推动消费品、部
分药品及抗癌药品、汽车及其零部
件等货物降税政策落地，采取担保
放行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
陈 曦 李 进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窑湾海关

优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效率

营口海关是东北地区最早设立
的海关，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

2017年4月10日辽宁自贸区营
口片区挂牌后，大连海关出台了支
持营口自贸片区发展的25条措施，
营口海关严格落实制度创新、开展
创新服务，为区域五大中心建设献
计献策；2018年12月27日，营口综合
保税区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营口综
保区成立之际恰逢关检融合之时，
机构改革带来的红利得到有效释
放，节省了3500平方米建设用房和

2300万元建设资金，在全国综合保税
区审批和验收的史册上，首开先河。

营口综合保税区成为大连关区
第一家，也是唯一的综合保税区。
2019年 1月 14日，国务院出台支持
综保区发展的21条措施，营口海关
在大连海关的领导和支持下，举全
关之力推进综保区发展建设，为地
方外向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大
连海关实现“一流强关”建设目标添
砖加瓦。
牛国军 王敬文 本报记者 王荣琦

营口海关

开创综保区审批验收先河
作为全国海关唯一的国际服务

外包试点区域，七贤岭海关提炼服务
外包监管“大连经验”，创造性地解决
了进口研发测试设备监管难题，助推
服务外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1 年，大连海关与大连市政
府、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合作，建立了
我国首个，也是唯一的国际服务外
包保税研发测试中心。海关总署与
商务部联合推出的国际服务外包业
务进出口货物保税监管政策，在政
策构架上拓展了海关支持服务外包

发展范围。多年来，大连服务外包
手册数量与金额始终保持在全国海
关前列。

七贤岭海关创新“信用+”监管
模式，对于高信用企业，减少对其正
常经营活动的干预；对于非高信用企
业，则增大检查频次和力度。目前，
中心已形成医疗健康、文印设备和汽
车电子三大类别的研发测试业务。
2018年，入驻企业总营业额近4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20%。
娄晓燕 刘伟伟 本报记者 王荣琦

七贤岭海关

助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壮大

大连海关东港办公楼。 林 戈 摄 大连海关旧址。（资料图）

快速通关和低成本通关已经成为大窑湾口岸的“金字招牌”。 李 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