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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在郑州开幕

打通“买全球”与“卖全球”完整链条
让“网上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5月9日~11日，第五届全
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在郑州开
幕。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代
表、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
以及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科
技、金融等600余家企业参展，
全方位展示跨境电商产业新进
展和生态链全貌。大会上，郑
州现场签约50个项目，签约额
186亿元，经开区也在此次大
会中收获许多成绩和机遇。

近年来，随着郑州对外开
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来自全世
界更多的目光聚焦在这座城
市，而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经开区已成为我省“五
区联动”的重要平台和“四路协
同”的重要载体。开放发展已
成为郑州经开区的鲜明标识。
作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跨境电商
“1210”监管服务模式的诞生
地和跨境“O2O”自提模式的
发源地，经开区打通了“买全
球”与“卖全球”的完整链条，
让“网上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在此次大会中，经开区又
会有哪些机遇？走，一起看看
国际盛会中的经开身影。
记者 王赛华 柴琳琳/文
丁友明/图

5月 9日，第五届全球跨境
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在
位于经开区的郑州E贸易博览
中心开幕。

在展厅入口处，跨境医药全
国首次开展，全面展示了河南作
为全国首个跨境医药和医疗器
械试点申报历程和创新模式，试
点创新性地将药品纳入跨境电
商正面清单，成为继“1210”模式
后的“买全球新通道”。

作为本次大会的亮点之
一， 5000 平方米大的跨境
“O2O”自提馆也全新亮相。自
提馆经营 1万多种国家监管正
面清单范围内的跨境化妆品、
母婴用品、奶粉、食品、保健品、
轻奢、家居用品等商品。据悉，
跨境“O2O”自提是依托郑州创
新的跨境保税零售进口“1210”
监管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网上
丝绸之路”的开放通道优势，打
造具备线下保税商品自提的新

零售实体商业。通过海外源头
直采，国内保税仓集中备货，海
关全程监管，一两分钟内“即买
即提”，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汁原
味原产地、同质同价购全球。

在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展
区，成都、青岛、贵阳、乌鲁木
齐、呼和浩特、漳州以及河南省
内的郑州、洛阳、南阳等跨境电
商综试区集中展示各地跨境电
商创新亮点和特色产业。

郑州市展位位于E博览中
心北部走廊，展示面积100平方
米，全面回顾与总结了近年来
郑州跨境电商发展成果；成都
跨境电商综试区以深受全球人
民喜爱的大熊猫为主题布展，
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拍照；漳州
跨境电商综试区带来了15家本
地特色企业；呼和浩特、乌鲁木
齐、贵州等作为河南保税集团
全国物流商贸网络体系布局地
重要节点，将极具特色的本地

产品摆满了展会现场。
在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展区，

阿里巴巴布展面积达到 1000平
方米，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
带领平台 29家企业集体参展；
京东国际带来平台排名前十位
的大卖家现场对接洽谈。此外，
亚马逊、eBay等国外知名跨境电
商平台，pingpong iPayLinks等支
付企业，易仓科技、紫鸟浏览器等
科技企业齐聚会场，共商合作。

据了解，展览展示会场布
展面积 3.2万平方米，链接固定
场馆 5.7万平方米，为跨境电商
企业搭建了一个高端化、国际
化、市场化、专业化交流合作平
台，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购
买进出口精品的好机会，跨境
“O2O”自提馆、澳洲大药房等
将每天推出特价网红商品，广
大消费者可在经开区郑州E贸
易博览中心享受“嗨购全球”的
消费体验。

5月 9日，作为第五届全球
跨境电商大会的一大亮点，全
国首个跨境电商医药论坛在郑
州 E贸易博览中心举行。600
余位国内外嘉宾共聚E贸易博
览中心，聚焦广大群众重大疾
病治疗和预防的进口用药需
求，深入探讨医药零售创新模
式，对跨境进口医药试点运营
模式进行解读。论坛上，跨境
医药试点运营平台——“中大
门健康”正式启动。

据了解，我省是全国首个
跨境电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

试点，本次跨境电商医
药论坛也是全国首次举
办。论坛以“创新跨境
药品，服务公众健康”为
主题，对跨境医药政策
和跨境进口医药试点运

营模式进行解读，深入探讨医
药零售创新模式。论坛设置有
主旨发言、启动仪式、指数发布
及研讨发言四大环节。

全球首席执行官发展大会
联合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主席、全球跨境电商大会主席
龙永图充分肯定了郑州在跨境
电商方面取得的成果。

“郑州是我国在跨境电商
方面最早试点成功的城市之
一，面对行业的痛点大胆探索，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
龙永图表示，此次河南在跨境
电商监管及应用服务模式创新
的基础上成功叠加药品进口及
医疗设备监管服务的功能，成
为全国首家跨境电商进口药品
和医疗器械试点城市，这是非
常重要的创新成果，它解决了
国家监管的难题，解决了老百
姓购买进口药品的困境，破解

了多年来进口药品在流通体制
机制上的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静晨认
为，目前跨境电商进口药品试
点工作刚刚展开，处于起步阶
段。这次论坛聚焦重点难点问
题，汲取专家意见建议，必将推
动此项工作走深走实，创造更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论坛上还发布了《卫生健
康指数》，启动了跨境电商医药
试点运营平台——中大门健康
上线运营，负责人徐平对跨境
进口医药模式进行解读。

徐平表示，试点整体将按
照“三平台一中心”的模式开展
运营工作，即药品交易网、特殊
监管区域平台、地方药品试点
外综服平台和处方审核和流转
中心。试点运营过程中用“四
个准入”进行比传统商品更严
格的监管，包括平台准入、企业
准入、产品准入和全流程追溯。

5月10日下午，“一带一路”国
际物流大通道合作论坛举办。本次
论坛以“共建新丝路、共抓新机遇、
共谋新发展、共享新成就”为主题，
由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
办，郑州新丝路国际港务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大门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
司联合承办。论坛邀请国际组织机
构相关负责人、行业知名专家、国内
外知名物流企业高管及省、市、区各
级政府领导等约 300人共聚一堂，
讨论、展示、总结“一带一路”国际物
流发展大通道新谋划、新机遇，务
实推进项目洽谈对接。

“希望各位来宾能通过此次论
坛关注经开区、了解经开区、创业经
开区。”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副主

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樊福太介绍，
郑州经开区位于全国经开区第一方
阵，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开放平
台优势凸显，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论坛上，部分企业家代表对跨
境电商物流产业发展趋势及电子
商务物流的服务内容和内涵进行
了解析分享，并表示跨境电商行业
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跨境物流行
业市场需求的迅速提升，且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为跨境物
流行业的发展带来强势的增长。

论坛还举行了“河南无水港+
多式联运规划”圆桌会议。会议
中，专家们认为，多式联运打通“最
后一公里”，是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的重要突破口；畅通产业循环，是

整合“双循环”纵横交错“经济线”
的重要抓手。河南建设多式联运
和口岸服务功能的内陆无水港，必
将推动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迈出更大步伐。

论坛上，郑州经开区管委会、郑
州新丝路国际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中大门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分别
与国家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郑州中
欧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匈牙利B2B
国际站、郑州国际陆港、中铁快运、
中原国际物流、加拿大枫美集团、维
沃（深圳）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等签
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金额
约 40亿元。签约双方均表示要在
接下来的合作中加强沟通、深化互
信，尽快达成各项具体合作项目。

5月10日下午，由中国服务贸
易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承办的第六届中国跨境电商 50
人论坛暨中欧跨境电商合作论坛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海
内外的嘉宾、客商齐聚一堂，围绕
跨境电商大变局、新机遇、共发展
展开富有成效的研讨，为河南跨境
电商在新起点上的高质量发展献
计献策。

据悉，论坛已在河南连续举办
三届，为推广河南跨境电商发展经
验、提升河南跨境电商的发展水平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十三五”期间，
河南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交易额达
306亿元，增长89.4%，规模和应用
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
河南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
路协同发展的内陆开放新高地。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小虎介绍，
经开区近年来集全区之力支持跨
境电商产业发展，大力修筑河南通
向世界的“网上丝绸之路”，在国内
外赢得了广泛赞誉，使郑州这座古
老商都赶上新时代数字化国际贸
易的快车，通过各类政策创新和模
式创新，为国际电子商务的变革做
出了一定贡献。作为我国跨境电
商产业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郑州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经
开区参与了跨境电商行业从0到1
的创业历程，现在正立于新一轮产
业发展的浪尖潮头。今后，将牢记
肩负的重任，继续锐意创新，一以

贯之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向更高层
次发展，向更广领域拓展，惠及更
多境内外企业和消费，成为引领全
球贸易名副其实新引擎。

论坛期间，进行了全球（郑州）
跨境电商研究院产学研示范基地
启动仪式，郑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
任刘丹代表郑州经开区分别与杭
州 PingPong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伟世博物流供应链有限公
司、深圳钱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回顾过往，郑州经开区通过与
一系列跨境电商平台巨头和种子企
业深度合作，迅速做大了跨境电商
的业务体量，成为全国的行业翘楚，
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可以复
制推广的先进经验，在国内外获得
了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嗨购全球”
跨境“O2O”自提馆全新亮相

打造医药零售创新模式
试点运营平台“中大门健康”上线运营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大通道合作论坛
物畅其流通天下

中国跨境电商50人论坛
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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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中大门“O2O”新零售购物中心选购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

市民在中大门跨境医药店内选购药品

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展区的新疆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