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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义乌市加快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义乌市加快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2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义政办发〔202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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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加快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商务部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函》（商贸函〔2020〕612号）精神，为加快进口

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示范

区在全市进口贸易中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特殊贸易功能的示范

区，在“进口大国”发展趋势中抢抓先机，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发展目标

对标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高产出标杆，充分发挥潜力优势，推动

四大创新，实施十大行动，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在自贸区陆港片

区形成千亿进口规模产业，把义乌打造成为海外中小企业开拓中国

市场的第一门户，全球中小企业拓展进口、出口、转口业务的首选

平台。

——针对成长性强、各地均处于起步阶段、义乌分销物流优势

明显的消费品细分领域，做强轻奢、药妆、宠物用品、母婴用品等

类目，形成 300亿规模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市场。

——联动“口岸＋保税区＋专业市场”功能，做大肉类、汽车、

水果水产、粮油等类目，形成 400亿进口大宗产业集群。

——依托综合保税区等平台，重点发展业态模式切合义乌并有

较大需求的保税加工业务，同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做大机械设备、

木材、棉纱、塑料粒子、橡胶等生产资料进口，实现 200亿进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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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义乌进出口联动优势，依托国际产业转移展销中心、

易货贸易平台、集拼转口平台，实现 100亿转口贸易。

二、推动平台创新，形成特殊贸易功能的“义乌平台”

对标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打造以“新型进口市场＋全牌照口岸＋专业市场群＋港

澳联动”为标志的特殊贸易功能平台。

（一）实施新型进口市场建设行动，打造全球消费品进口展贸

中心

1.2021年建成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内的进口市场，创新数字监

管，布局批零兼营、跨境电商等多业态融合场景，打造服务千亿贸

易的特色平台。（责任单位：▲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义乌海

关、商务局、市场发展委）

2.培育轻奢、药妆、宠物用品、母婴用品等主打类目。对接香

港和澳门资源，发挥新型市场“保税＋体验”优势，培育全国最大

的进口轻奢展销基地。充分利用 RCEP自贸协定，建设日韩进口药

妆中心，争取药品跨境电商试点。抓住宠物消费井喷黄金期，打造

跨境宠物产业综合基地。（责任单位：▲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

商务局、市场发展委、义乌海关、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3.争取获批免税牌照，设立市内、机场免税店。（责任单位：

▲商城集团、财政局、税务局、义乌海关、机场公司、文广旅体局）

（二）实施大宗品类拓展行动，建设全牌照口岸大宗市场

4.依托水果、肉类、冰鲜水产品等进口商品指定口岸，联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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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市场、国际冷鲜城，配套建设冷链仓储配送产业链，做大水果、

肉类、冰鲜进口。（责任单位：▲市场发展委、商务局、陆港集团、

商城集团、市场集团）

5.争取粮食、汽车整车、药品、食用水生动物等进口商品指定

口岸，联动粮食市场、汽车 4S店综合体，配套建设汽车仓储物流

中心，拓展粮油、药品、汽车等品类。（责任单位：▲市场发展委、

市场监管局、义乌海关、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市场集团）

6.培育中药、香料、医疗检测产品等国内相对空白、发展空间

巨大的细分商品类目，形成先发优势。（责任单位：▲商务局、集

聚区管委会、丝路新区管委会、义乌海关、商城集团、市场集团）

（三）实施 RCEP合作和港澳联动行动，探索建设自由港飞地

7.在进口市场设立 RCEP、葡语系国家等国别化展销中心，展

示特色商品和文化，引进 RCEP成员国、港澳地区主体入场经营。

到 2025年落地系列国家（地区）馆 100个。（责任单位：▲商城集

团、商务局、外事办）

8.争取香港贸发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参与主办义乌进口商

品博览会，承接复制上海进博会展商资源和政策创新。（责任单位：

▲商务局、商城集团）

9.在珠海横琴设立港澳轻奢商品前置仓，利用横琴紧密衔接港

澳优势，通过“港澳—横琴—义乌”仓仓分拨，为港澳进口轻奢商

品进入义乌进口市场开辟便捷通道。（责任单位：商城集团）

10.联动海南自贸港、上海外高桥、福建平潭等保税区，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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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拨仓、展销平台。（责任单位：▲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义

乌海关）

三、推动通道创新，形成直联海内外的“义乌网络”

建立进口“采、运、销”直联机制和通道，有效把控品牌、成

本、渠道等关键资源，把义乌建设成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最便捷、

最低成本的第一门户。

（四）实施源头直采项目行动，建设第一品牌中心

11.发挥商城集团“集中资源办大事”优势，解决单个小企业

不能办的事，整合资源对接全球品牌、企业、产品，全力争取配额、

许可证等进口服务资质，与国内外头部企业建立合作机制，到 2025

年争取实现进口额 100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商城集团）

12.力推海外创牌。支持进口主体充分利用海外产能，创牌OEM

委托加工后进口，实现有效控价，到 2025年培育海外 OEM品牌

100个以上。（责任单位：▲商务局、商城集团）

13.力推海外收购。引导进口主体抱团出海资本化运作，代理、

收购有核心竞争力的海外品牌。到 2025年义乌市场主体海外代理

或收购消费品品牌 1000个以上。（责任单位：▲商务局、商城集团）

14.铺开“带你到中国”展厅，为海外企业产品通过义乌进入

中国提供“一站式”服务。发挥海外仓功能，叠加进口备货组货功

能，集聚海外中小企业优质货源。到 2025年全球布局 30个以上项

目，带动进口超 100亿元。（责任单位：商城集团）

（五）实施入境直达项目行动，建设第一入境口岸

15.做大“义新欧”回程班列。梳理沿线国家主要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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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精准进口招商。利用公铁联运扩大班列辐射圈，开通义乌至乌

克兰、葡萄牙等东南欧线路并发展回程。到 2022年在枢纽国家设

立海外集货仓 100个以上，回程比率达 30%以上。（责任单位：▲

陆港集团、市场发展委、商务局、商城集团）

16.拓展航空物流业务。深化综合保税区与义乌机场联动发展，

发挥机场指定口岸功能，增开义乌至港澳韩、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货运航线，做大水果、药妆等进口，到 2025年开通国际货运航线 5

条以上。（责任单位：▲市场发展委、民航站、机场公司、集聚区

管委会）

17.实施“阳光清关”项目。推进集“境外集货＋境外退税＋

入境清关”功能一体的阳光清关项目平台，拓展邮政进口业务，到

2022年实现每日组织 5000单以上业务入境，建设小额入境邮包分

拨中心。（责任单位：▲邮政公司、市场发展委、陆港集团）

（六）实施全网直售项目行动，建设第一集散枢纽

18.铺开线下分销渠道，做大爱喜猫进口直营“百城万店”项

目，联动“义乌好货”布局分销网点，到 2025年全国布局 100个

城市、10000家以上进口商品实体销售门店。（责任单位：商城集团）

19.建设进口品牌网红直播基地。以“网红＋直播＋社交”为

切入口，引入直播机构，打造义乌进口网红 IP或造节，形成义乌特

色的“进口新零售”。（责任单位：▲市场发展委、商城集团）

20.与跨境电商头部平台战略合作。发挥义乌分销物流优势，

全面深化与阿里巴巴在进口品牌线上销售的战略合作。到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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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引天猫国际等电商平台和龙头企业 50家以上，带动年销售额 100

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市场发展委、商务局、集聚区管委会、

商城集团、陆港集团）

四、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进出转灵活的“义乌业态”

顺应业态融合迭代趋势，积极探索贸易规则创新，集聚市场采

购、易货贸易、保税加工等贸易新业态，促进进口、出口、转口融

合发展，做大全口径贸易规模。

（七）实施进口贸易规则创新行动，形成制度创新优势

21.研究推行市场采购进口模式，发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策源

地优势，在进口领域反向操作，争取实施“小额小批正面清单”机

制，实行便利通关，引进国外优质日用消费品，两年内实现突破性

进展。（责任单位：▲商务局、义乌海关、税务局）

22.依托“义新欧”班列叠加边贸政策，与云南、广西、新疆

等地开展边贸合作，在义乌设立“边贸”商品展销区，到 2025年

争取与 10个以上国家实现小商品出口与生活物资进口的“边贸”

交易。（责任单位：▲商务局、财政局、税务局、义乌海关、商城

集团）

（八）实施进出口联动行动，建设“一带一路”转口高地

23.发展中转集拼。侧重发展非标属性小商品进口，建设多功能

集拼监管仓，发展“进口＋出口”“进口＋进口”中转集拼业务，到

2025年实现转口贸易 100亿以上。（责任单位：▲商城集团、▲陆港

集团、商务局、义乌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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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建设国际产业转移商品中国展销平台，在进口市场建设海

外代工产品展销中心，吸引东南亚、南亚地区代工产品回流，打造

“转移外迁”产业的展销平台，做大与国内商品集拼转口。（责任

单位：▲商城集团、商务局）

25.搭建新型易货贸易结算平台，与中交建等央企开展合作，

联动舟山宁波等大宗物资进口城市，建设“小商品＋大宗物资”“多

主体对多主体”易货贸易枢纽。建立易货贸易人民币计价体系，探

索数字货币应用。（责任单位：▲商务局、商城集团、陆港集团、

义乌海关、人民银行）

26.发展离岸贸易。以“海外生产、义乌展示、义乌交易、海

外发货”的真实贸易背景为切入发展离岸贸易，建设离岸转手贸易

平台，创新离岸转手买卖等收结汇、税收相关政策。（责任单位：

▲商务局、人民银行、税务局）

（九）实施增值智造行动，做大特色保税加工

27.引进配额管理货物的保税加工业务，把大米、玉米等配额

管理货物加工成品后再进入国内市场，突破配额限制。（责任单位：

▲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商务局）

28.发展高附加值保税加工业务。招引宝石加工、牛肉切片、

植物油分装、红酒分装等高增值保税加工项目，争取嫁接海南增值

加工免关税政策。积极对接港澳地区优质轻奢品、电子产品厂商，

承接其部分研发加工功能。培育模具、化妆品、饰品等行业加工贸

易业务。到 2025年保税加工规模 100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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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商务局）

29.发展“保税研发＋智造”业务。结合光电、芯片传感器、

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大健康、文化贸易等自贸区重点产业需求，

发展专业领域保税研发中心，扩大文化产品保税进口，培育中药研

发加工，发展大型设备融资租赁。培育保税维修再制造业务，提升

进口售后服务。（责任单位：▲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经信

局、商务局、文广旅体局）

30.培育发展 C2M中心。在综合保税区内建设 C2M中心，依

托大数据精准分析预测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发设计，汇聚

国内外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资料在区内开展保税加工。（责任单位：

▲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商务局）

五、推动服务创新，形成最优配套的“义乌生态”

发力关键节点，优先配置要素资源，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进

口贸易生态，实现进口主体既有铺天盖地又有顶天立地。

（十）实施主体提升行动，建设进口生态高地

31.依托新型进口市场，集聚进口企业和专业人才，为进口产

业提供一站式产业链服务，形成进口风景线。引进国际检测机构，

打造进口检验检测中心。在沪杭设立义乌进口小镇人才飞地，吸引

高层次人才为义乌提供柔性服务。（责任单位：▲集聚区管委会、商

城集团、市场监管局、义乌海关、商务局、人才集团、人力社保局）

32.实施小巨人培育计划，精准招引各类目前十企业，培育壮

大有品牌、模式、渠道优势的进口主体，给予政策和要素赋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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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培育年进口 100亿元以上企业 2家、50亿元以上企业 5家、

10亿元以上企业 20家。（责任单位：▲商务局、集聚区管委会）

33.建立义乌进口价格指数。加强与国家级进出口商协会、数

据采集机构合作，联合发布肉类、乳制品、水果等单品类进口价格

指数。（责任单位：商务局）

34.创新金融赋能。引进培育进口供应链金融企业，提供鼓励

类产业财税政策。商城供应链金融实施最优费率，创新金融产品。

引导国有企业提供关税保证服务，实现进口主体销售后再清算缴纳

关税。（责任单位：▲金融办、商务局、商城集团）

35.建立进口溯源保真体系。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进口商品

从源头到消费全链条溯源机制。推行“非正品”快速赔付机制，打

造放心消费正品市场。（责任单位：▲商城集团、市场监管局、商

务局）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义乌市加快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

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示范

区建设。办公室设在商务局，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承担领

导小组日常和督查考评工作。

（二）强化主体责任。各责任单位要发挥示范区建设的主体责

任，主动与省级部门做好对接，以改革的思路落实各项便利化措施，

发展进口新业态，推动具有义乌特色的项目和平台落地。商务局要



— 11 —

牵头建立示范区统计体系，及时更新重点项目、政策举措、评价指

标等清单。

（三）强化总结评估。建立示范区监督考核机制和综合评价机

制，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工作闭环。适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示范区

建设工作进行评估，必要时适当调整工作目标与相关任务。

附件：1.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争取事项清单

2.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改革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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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

争取事项清单

序号 争取事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1 争取在综合保税区试行数字围网代替

物理围网

▲商城集团、集聚区管委会、义

乌海关
2021年 3月

2
引导自贸区内企业开立本外币合一银

行结算账户，开展跨境交易和投融资

业务。

人民银行 2021年 6月

3 争取设立义乌RCEP经贸合作示范区 ▲商务局、创新研究院、发改局 2021年 6月

4 争取免税牌照，争取在市内、机场设

立免税店

▲商城集团、财政局、商务局、

义乌海关、税务局、文广旅体局、

机场公司

2021年 6月

5 争取与各国使领馆合作，铺开“带你

到中国”项目
▲商城集团、外事办 2021年 6月

6 争取与香港、澳门合作，共同举办义

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商务局、商城集团 2021年 6月

7 争取与国家级商协会合作，采集发布

进口商品行业指数
商务局 2021年 9月

8 争取政策松绑拓宽“义新欧”运输品类 ▲陆港集团、市场发展委 2021年 9月

9 争取实施简化申报、简证放行、简易

征管等便利化举措

▲义乌海关、▲商务局、财政局、

市场监管局
2021年 9月

10 谋划争取义乌综合保税区扩区 ▲集聚区、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11 争取加工贸易进口环节参照海南税收

相关优惠政策
▲财政局、税务局 2021年 12月

12 争取义乌设立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

会RCEP分会场
▲商务局、商城集团 2022年 11月

13 争取粮食、汽车整车、药品、食用水

生动物等指定口岸

▲市场发展委、义乌海关、市场

监管局、发改局、经信局
2023年 6月

14 争取药品跨境电商试点

▲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商

城集团、市场发展委、财政局、

发改局、税务局、义乌海关、卫

健局

202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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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

改革事项清单

序号 改革举措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1 探索物理围网与数字监管相结合的

新型监管模式
▲义乌海关、商城集团 2021年 3月

2 推行“一次备案、多次使用” 义乌海关 2021年 3月

3 组建进口集团，建立进口商品自营+

合作分销体系
商城集团 2021年 6月

4 研究供应链金融产品 ▲金融办、商城集团 2021年 6月

5
在枢纽国家、区域设立若干海外集货

仓，推进公铁联运，解决集货仓到加

载站的驳运问题

▲商城集团、陆港集团
2021年 6月

6
开展 1210新零售业务，创新构建“直

播+社群”销售体系，完善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退货处理机制

▲市场发展委、商城集团 2021年 6月

7 研究完善综合保税区税收政策，先行

试行加工增值税收政策

▲税务局、▲义乌海关、财政局、

集聚区管委会
2021年 9月

8 建立商品品质溯源机制，实现商品从

原产国进口到国内销售全过程的溯源
▲商城集团、市场监管局 2021年 9月

9 海关特殊监管区内企业可在自贸试

验区内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业务
▲商城集团、义乌海关

2021年 9月

10 研究推行统一担保业务模式 ▲商务局、金融办 2021年 9月

11 推行进口货物预检验制度和“先出

区、后报关”便利举措
义乌海关 2021年 9月

12 探索免税市场，发展保税、免税、完

税为一体的新业态

▲商城集团、财政局、税务局、

商务局、市场发展委、义乌海关
2021年 11月

13 开展“保税和免税相衔接”“跨境零

售+线下自提”旅游新零售模式

▲商城集团、义乌海关、文广旅

体局
2021年 11月

14 设立进口市场葡语系国家展销中心 商城集团 2021年 11月

15 创新办会体制机制，提高展会规格 ▲商务局、商城集团 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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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举措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16 创新进口市场和进口博览会便利化

通关、展览监管措施
▲商务局、市场发展委、义乌海关 2021年 11月

17 开展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试点，提升跨境贸易与投融资便利性
人民银行 2021年 12月

18 完善保税艺术品拍卖等文化贸易监

管政策，创新保税拍卖服务
▲文广旅体局、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19

建立海外中小企业信息库，提供海外

创牌、OEM代工业务对接服务，推

动海外成品终端加工前置至义乌进

口市场，打造进口产业供应链

商城集团 2021年 12月

20
在国内其他综保区设立进口分拨仓，

实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

流转监管模式，实现保税区账册互转

▲商城集团、集聚区、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21

创新口岸检疫审批保税转关模式，开

展冰鲜水产品、水果等指定口岸进口

保税业务，实现入境水产品“统一申

报、集中查验、分批核放”

▲商城集团、义乌海关、陆港集团 2021年 12月

22

探索“一仓多功能、一仓多形态”仓

储模式，探索保税与非保税货物同仓

存储、进口与出口同仓调拨、小额交

易与大宗贸易同仓交割、内贸与外贸

同仓一体运作，推行仓储货物按状态

分类监管

▲商城集团、▲陆港集团、义乌

海关
2021年 12月

23 研究适应境外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

的税收政策
税务局 2021年 12月

24 提升检测能力，共同承担相关检测工作 ▲市场监管局、义乌海关、商务局 2021年 12月

25 推行分线监督管理制度、期货保税交

割监管制度
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26
推行境内外维修海关监管制度、入境

维修产品监管新模式，推行委内加工

监管

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27 推行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 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28 推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四自一简”

监管创新
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29
支持发展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创

新发展进口粮食贸易，建设进口粮食

保税储存中转基地

▲商城集团、▲市场集团、陆港

集团、义乌海关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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