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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主打

式式封封关关运运行行
本报12月26日讯(记

者 修从涛 刘雅菲)
25日，由海关总署等国家
十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
组对济南综合保税区进
行正式验收，综合保税区
顺利通过并获得了《济南
综合保税区验收合格证
书》。综合保税区通过验
收后将正式封关，届时区
内企业将享受到优惠政
策，将降低企业交易成
本，市民也可以接触到更
多廉价洋货。

济南综合保税区于
2012年5月15日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为全国第
21个综合保税区，规划
面积5 . 22平方公里，一
期 封 关 验 收 面 积 为
2 . 02平方公里，占总规
划面积的3 8 . 7%。此次
由海关总署等国家十部
委的验收主要涉及济南
综合保税区报关报检大
厅、海关监控中心、卡口
和监管用房、查验场地、
监管仓库、检验检疫、信
息化建设、巡逻通道、隔
离设施等相关监管和配
套设施等。

在25日的验收工作
会议上，联合验收组详
细听取了关于济南综合
保税区建设与发展情况
的汇报。在随后进行的
评审会议上，来自国家
十部委的专家逐项进行
了评议，认为济南综合
保税区各项监管设施比
较健全，基础设施比较
完善，达到了验收标准

和发展要求，决定通过
验收并封关运行。联合
验收组组长、海关总署
加贸司吴海平副司长与
山东省人民政府孙传尚
副 秘 书 长 共 同 签 署 了

《济南综合保税区验收
纪要》，并向济南综合保
税区颁发了验收合格证
书。

据了解，在综保区
的配套区域，将建立一
个占地500亩左右的奥
特莱斯商店，还将建立
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展示
交易平台，因为减少了
商品的中间流转环节，
这些“洋货”不仅可保证
原装进口，而且价格将
便宜许多。“今后济南综
合保税区将在网内建设
商品存储仓库，网外建
立国际名品展示交易中
心，集中打造国外商品
的进口集散地，使济南
综合保税区成为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
现代服务业中心，市民
买外国货将会更便宜。”
综 保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济南综保区的正式
封关验收，也预示着其将
成为济南外向型经济的
示范区、山东中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的大基地，随着

‘一圈一带’区域发展战
略的推进，济南综合保税
区将逐渐成为济南乃至
山东省中西部区域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平台。”综
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成为开放型经济新引擎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刘雅菲

今年上半年，综保区签约16

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00亿元，
投资强度达到每亩550万元，全部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突破500亿
元。其中，OGS项目下半年启动二
期建设，再投资8亿元，形成30亿
元的年产能。投资1亿美元的高端
集成电路测试封装生产线即将完
成厂房建设，下半年开始设备安
装；总投资5亿美元的如意集团纺
纱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奥特莱
斯项目已经签约入区，年内将开
工建设。

7月11日，山东华芯富创大尺
寸OGS触控屏生产线在济南综合
保税区华芯集成电路产业园上线
投产，这是我国第一条专门制造
大尺寸OGS触控屏的生产线。其
采用国际先进OGS工艺，产品最
大可达27英寸。预计未来5年可带
动济南年产值100亿元产业链。

大批企业的入驻为综合保税
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12

年，济南综合保税区实现主营业
务 总收 入 1 3 0 亿 元 ，同比增长
276 . 7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28 . 5亿元，增加值4 . 02亿
元，利税1 . 99亿元；限额以上贸易
企业业务收入100 . 22亿元；重点服
务业主营业务收入2 . 20亿元；出口
创汇6 . 1亿美元；服务业企业利税
3 . 6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3 . 8亿元，
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5 . 1亿美元，
进出区总额10 . 53亿美元，各项经
济指标均实现了稳步有效增长。

“济南综合保税区紧紧围绕
‘建设成为济南外向型经济的示
范区、山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的大基地’的发展目标，全面提升
综合竞争力、创新驱动力和辐射
带动力。”济南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筹)常务副主任张端武评价综保
区建设时说，依托济南的区位优
势，突出国家示范区的创新优势，
凭借保税物流的特色服务，将全
力打造山东中西部地区自由贸易

“特区”，建设成为开放型经济新
引擎。

将带动周边数十平方公里发展

目前，济南中外运保税仓储
物流、山东远洋祥丰物流、济南易
安达国际货运代理等十多家物流
企业成为支撑起保税物流的主力
军，进口自用设备及维修零部件
免税、国外货物入区保税、国内货
物入区退税和国内企业不征增值
税等优惠政策推动这些企业的快
速发展。在格局方面，除了原来济
南内陆港与青岛港口的相连作为
基础之外，山东遥墙国际机场和
济南火车东站也将加入联动，将
空港功能延伸到保税区，实现了
货物的快速通关。

据有关部门预测，5 . 22平方公

里的济南综合保税区，将带动周边
数十平方公里的发展，再蔓延带活
更大半径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
区外十倍于区内数量的企业发展，
形成整个产业发展的“放大器”。

“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招商
引资上。”张端武介绍，园区将重
点吸引五大产业，形成年收入500

亿元产业规模的光机电产业。具
体为100亿元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中国药谷”，300亿元规模的
国际服务外包基地，100亿元规模
的国际物流产业链。同时，将在园
区周边规划建设国际化高端住
宅、国际学校等服务产业。

●2000年12月，为加快济南高新
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济南高新区成
立济南出口加工区领导小组。

●2003年3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
准设立济南出口加工区，济南出口加
工区被列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规划
面积3 . 2平方公里，该区将建成集出口
加工、海关口岸和集装箱运输三位一
体的封闭式、开放型的经济示范区。

●2005年8月12日，济南出口加工区
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等国家
九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小组的正式验

收，海关正式进驻并开展业务。
●2005年11月30日，济南海关驻出

口加工区办事处揭牌，这标志着济南出
口加工区开始正式办理海关业务。

●2009年4月21日，济南市政府宣布
济南出口加工区正式叠加保税物流等
功能。济南出口加工区在原先单一的保
税加工功能基础上增加了保税物流、研
发、检测维修等功能。

●2010年，济南出口加工区在当
时全国62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中的综
合排名由第37位上升到26位，保税物

流业务达到3 . 2亿美元，将出口加工区
升级为综合保税区的创建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

●2011年，济南出口加工区正式
申建综合保税区，并成立综合保税区
建设领导小组。3月份海关总署正式启
动审批程序。

●2012年5月，济南综合保税区正式
获国务院批准设立，总规划面积增至
5 .22平方公里，成为集保税加工、保税物
流、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国际中转等
功能于一体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2012年6月25日，具备世界级
集成电路研发及生产能力的浪潮集
成电路产业园在济南综保区内奠基，
这是济南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
复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项目建成后
可年产6亿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
端芯片，成为世界级的集成电路研发
中心和规模化芯片生产基地。

●2012年8月22日，作为济南综
合保税区重要配套项目的济南综合
保税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全部完成
封顶，可提供1173套房源，解决5000

多人的住房难题。
●2013年1月25日，济南综合保

税区与10个入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57亿元，并首次引入了商业
综合体项目。

●2013年2月，济南市政府综合
保税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下发
文件，成立济南综合保税区“百日会
战”建设指挥部，按照海关总署的要
求，加快推进海关监管设施建设，争
取尽早通过国家部委的验收。

●2013年5月31日，由山东省政府

和济南海关组成的联合预验收小组，
对济南综合保税区进行预验收，针对
验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济南综
合保税区在规定时限内整改落实。

●2013年6月，根据预验收中存
在的问题，济南综合保税区一一落实
整改。11月，济南综保区成立了专属
执法队，对关网内外进行整治，确保
正式验收的顺利实施。

●2013年12月25日，济南综合保税
区顺利通过由海关总署等国家十部委
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的验收。 (修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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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保区远景

12月25日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向综合保税区颁发验收合格证书。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综保区海关监控指挥大厅可监控“关内”的各个角落。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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