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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病毒引发全球扩散蔓延，在这

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强对世

界形势发展的分析研判，做好“六

稳”工作，特别是要“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深入有效地开拓对

外贸易，切实科学培养贸易新业

态方式，切实推动贸易大国发

展”。其中市场采购贸易一环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商务部资料表明，

2019年，国内市场采购贸易出口

交易额同比增加 56.3%。“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是我国通过贸易变

革试点的全新贸易方式，切实提

升对外贸易实效，加大贸易出口

利益。伴随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的

与日俱增，各个地方在实践探寻

里获得了很多宝贵做法，此类做

法要求逐步进行概括整理，从而

方便更为纵深地了解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助推这种外贸新形态高

质量迅速进步。

一、市场采购贸易溯源

（一）供给角度：产业分工的

细致化是基础

人类历史的生产实践表明，

生产力的进步跟产业分工的细致

化同步出现，相互推动，和谐共

生。从推进实践来看，市场采购贸

易的发展，其根基就是产业分工

的细致化，这一细致化能够从供

给侧角度展开研究:第一，生产部

门之内产业分工的细致化，重点

体现在许多能够满足各类消费需

要的小产品被生产出来，且被置

于存在集聚特征的各种专业化市

场加以销售。比如说：义乌小商品

市场销售着 26 个大的类型、180

来万种产品，被称作世界独占鳌

头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第二，生产

部门之外尤其是在流通阶段的专

业分工日益细致化，有各种专业

服务部门来满足贸易诸阶段的需

求，比如说，在市场采购贸易里，

有代理商、供货商、收汇人、组货

人、银行部门等具体专管相关环

节且通力合作。

（二）从需要来看，全球市场

纵深融合是背景要素

对于经济世界一体化纵深发

展来说，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展

的根本态势，而全球市场的纵深

融合是经济世界一体化的核心方

面。在这一大环境下，为适应各个

国家及区域消费人员对各种日常

生产及生活消费品的广泛需要，

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往尤

其是商品贸易在规模上日益增

大，在次数上日益频繁。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的涌现正适应了经济世

界一体化纵深发展及全球市场纵

深融合的大趋势，尤其是伴随我国

“一带一路”发展主张的具体推行，

我国跟沿线各国的经贸交流来往

更为密切及方便，沿线各国的庞大

市场以及消费潜力为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的发展及进步提供了大量

机会，举例来说，在 2019年的上半

年，义乌商品出口地居前十位的国

家里面，有 8个国家处在“一带一

路”沿途线路，像阿联酋、伊拉克、

埃及、印度、沙特等。

（三）从流通来看，外贸方式

革新探寻是驱动力量

贸易自由化属于全球大部分

国家在全球贸易实践里所有追寻

及探求的重点方向，所以，贸易便

利化就成了各个国家探寻贸易自

由化历程里，在双边、多边以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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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架构下探寻全球经贸标准的核

心议题。贸易便利化的实质事实

上即为商品贸易在流通历程里的

简捷化，重点涵盖贸易流通阶段

的压缩精简及贸易管理流程的优

化便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兴盛

正是我国在助推贸易便利化改革

里展开外贸方式革新探寻的有效

结果，从诸试点的贸易实践看来，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检测检疫、组

货装箱、管理税务、报关、结算外汇

等众多阶段再构并精简了贸易程

序，切实提高了商品出口贸易效

率，深受市场喜爱。举例来说，依照

义乌全球贸易整体信息平台的资

料，借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出口

额占到了义乌整体出口额的

80.84%。这比起普通贸易来，要高

出 18.94%，比起加工贸易来，要高

出 0.22%。

二、市场采购贸易推进的

实践发展

（一）发展的整体现状

近来，作为贸易新形态一种

关键方式的市场采购贸易发展刚

刚起步，到了 2019 年的年末，从

起初仅仅有浙江义乌市场聚集区

这一试点起步，国内前后一共有

4 批、14 个省市的市场聚集区被

看作试点（详细内容见表 1）。从

区位布置来看，14个试点包括了

国内东中西部区域，然而重点密

集于东部沿海地区，这里面江浙

区域最多；从产品类型看，重点依

旧是家居产品、服装以及箱包等

这些非常典型的日常生活、生产

用品。

（二）获得的实践经验

1.义乌市市场聚集区。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发端于义乌。对于

义乌市市场聚集区来说，这也属

于我国首个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可以说，在探寻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这一方面，义乌的做法极具代

表性以及典范性。依照义乌全球

贸易整体数据平台的资料，我国

试点之后的 2017 年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整体出口额就实现了

288.14 亿美元，2019 年过了 300

亿美元大关，达到了 329.05 亿美

元。当下，义乌市场采购贸易运营

者备案家数是 64961 家。这同浙

江省工商、国税、检测检疫、海关、

商务、外汇监管等许多单位的积

极扶持及助推政策突破紧密关

联。到了今天，义乌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早已构成了“组货装箱—检

测检疫—报关—免税监管—外汇

核算”一套非常完善的贸易操控

程序，为国内后续其他试点提供

了研究参考的范本。有一点必须

提到，近来伴随检测检疫监管责

任正式划进海关体系，关检融合

的纵深发展，报检单、报关单合二

为一，融合申报体系，切实达到了

一次申报、一单通关的局面，表 2

里市场采购贸易程序在实践运作

里会得以逐步精简及优化，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的方便性必定会大

幅提高（详细内容见表 2）。

2.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际家

纺城。对于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

际家纺城来说，这是国内第二批

市场采购贸易的一个试点，从

2015年得到试点资质以后，有效

借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对于叠

石桥区域来说，它总共报关接近

5万票、通关出口达到了 60亿美

元。然而跟义乌类型全、全面性的

小商品市场不一样，叠石桥是国

内外有名的家用纺织品专业市

场，因为物资天赋及发展根基的

差别，其所展开的实践探寻渠道

跟义乌稍有区别，出现了本身的

部分特征：第一，着眼极具优势特

点的家纺产业，积极扩大叠石桥

家纺产品在全球的影响力，比如

表 1 国内四批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批次（年份） 试点（数目）

第一批次（2014） 义乌市市场聚集区（1个）

第二批次（2015） 浙江省海宁皮革城、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一共是 2个）

第三批次（2016）
广州花都皮革皮具市场、河北白沟箱包市场、江苏常熟服装城、山东临

沂商城工程物资市场、武汉汉口北全球商品交易中心（一共是 5个）

第四批次（2018）
成都全球商贸城、湖南高桥大市场、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易中心、亚

洲全球家具材料交易中心、泉州石狮服装城、中山市利和灯博中心（一

共是 6个）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表 2 2016年 -2019年义乌市市场集聚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年份 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亿美元） 采购贸易运营企业备案数量（家）

2016年 245.05 57220

2017年 288.14 59032

2018年 309.44 62116

2019年 329.05 6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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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2019 年举行第二届“一带一

路”进出口产品贸易会暨第一届

叠石桥家纺全球展览会，使得 60

多家外国进口商以及 5 万多名国

内外采购商在叠石桥欢聚一堂。

第二，借助外地产业物资，着眼于

多类型拓展，有效地使商品类型

朝着家居五金、数码手机以及集

成电路等商品拓展，非家纺类产

品所占比例超出 80%，外地货物资

源所占比例超出 70%。第三，有效

助推多业态交融发展，相当重视

外贸综合服务公司、跨境电商这

两类外贸新业态同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的有效融合推动发展，比如

说，快速构建中铁叠石桥跨境电

商产业机构、阿里巴巴 1688 叠石

桥实力产业群展览园区，具体投

入成立叠石桥全球贸易企业等。

3. 广州花都皮革皮具市场。

对于广州花都皮革皮具市场来

说，在华南区域，这是第一个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是我国关联珠三

角生产业中心、境外连接“一带一

路”全球市场的关键衔接点。依照

花都区政府网的资料，到了 2019

年，有效借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花都试点供货商一共出口 287483

票，货物价值大约是 142.83 亿美

元，紧跟义乌之后，处在国内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第二位。在

出口数据上，花都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能够发展迅速，除了有

处于国内外贸第一大省广东的根

本性要素以外，其本身在试点构

建历程里所展开的革新探寻也发

挥了极大的推动效果。花都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在监管平台构建、

通关输送、质量监管上达到了三个

“我国首创”，也就是首创“广东智

检载体”、“联网数据载体”、“e－

ICQ主干体系”互相联通，首创“属

地申报、口岸验放、联网管理”的统

一化便利通关新方式，首创市场采

购贸易出口产品世界品质溯源系

统。这三个方面首创，逐步挖掘及

释放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较普

通贸易方式的便利性潜力，招引聚

集各种外贸公司及商家进驻备案。

依照花都相关职能机构的资料，到

2019年的 8月 31日，有 14698家

商家提请且获得营业执照，9074家

商家在平台进行备案。

4.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易

中心。2018年 9月 29日，温州市

鹿城区的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

易中心正式成立，这成为我国第

四批市场采购方式试点区域。温

州，对于我国轻工产品来说，这是

一个非常关键的制造基地，市内

各种专业市场达到了 180 多家，

68.8万温州商人分布在全球 131

个国家及区域。据相关资料，温州

（鹿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出

口呈持续井喷式发展态势，到了

9月底，对温州市出口增加贡献

率达到了 67.41%，推动该市外贸

出口增长 18.19%；且助推温州市

前三个季度外贸整体增长速度实

现了 26.85%，首次位列浙江省第

一位；对浙江省外贸增加贡献率

达到了 14.07%，助推该省出口增

长 1.1%。在助推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各项工作里，鹿城在下列

几个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

构建鹿城轻工产品贸易服务机

构，就近选址构建轻工产品交易

服务机构。机构把税务、海关、市

场管理、商务等单位审批程序联

系起来，为诸多贸易对象提供全

面“一站式”的审批业务及专业咨

询服务。其次，分级分层确立相关

策略。市政府部门一致通过《温州

市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整体监

管措施》、“市场采购贸易支持策

略”等；鹿城区确立市场采购贸易

属地整体监管的 7 大监管系统、

15个实际推行标准，涉及贸易对

象管理、商品质量保证、保护知识

产权等范畴。最后，搭建市场采购

联网数据平台：根据“风险可以控

制、源头可以追溯、职责可以追

究”的要求及“一载体、两中心、十

二个服务”的整体计划，构建温州

（鹿城）市场采购贸易联网数据平

台，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商品通

关供应“一站式”运作入口以及全

面一体化的支撑。提供出口鞋类

商品检验服务，加大制鞋技术公

共科技开发，加大外贸鞋类有效

监控，构建我国温州（服饰）知识

产权快速维权机构等省级、国家

级平台。

（三）采购贸易方式发展存在

的问题

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发展依旧处于迅速

提高的最初环节，虽说早已获得

了很多经验，效果非常明显，然而

因为其实质上是借助对传统外贸

方式的革新尤其是拓宽外贸管制

以及优化贸易程序从而增强贸易

便利化能力，再由于市场采购贸

易的具体参加者是数目较多的中

小微公司以及个体工商户，试点

历程里难以防止地会发生部分情

况，重点是下面几个角度：第一，

出口收汇率过低，也就是现实收

汇数额跟联网数据平台统计的应

收数额出现很大差距；第二，欠缺

配套策略落地推行，利好导向的

策略举措很难落地，这在许多方面

都出现，而且是一种常态性的难点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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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历程

里，因为整个程序涉及的职能单位

非常多，有关策略假如协调性不是

很强、目的性欠缺，在现实操控方

面均会深受牵制，影响策略落地推

行实效，举例来说，借助市场采购

贸易出口的产品免征增值税，然而

增值税以外的别的税种征管要求

并不具体等。第三，受到思维定式

以及政策推介欠缺的限制，很多中

小微公司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

便利性认识欠缺，在商品出口上依

旧滞留于普通贸易以及游览购物

的认识上。

三、我国市场采购贸易发

展未来趋势及建议

（一）试点范畴及出口规模会

继续拓展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从 2014

年仅仅存在义乌 1个试点，发展

到 2018年的年末在国内有 14 个

试点，早已获得的进步成果尤其

是有关试点的外贸出口产品达到

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种外贸新

业态对调动并释放试点区域外贸

出口积极性彰显了极大效果。立

足将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试

点范畴以及出口范围必定会继续

拓展，这重点依托两个角度进行

评判:第一，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依

赖地区性的各种专业化市场，推

行改革 40年多来，东部沿海的江

苏、广东、浙江等省份出现了一大

批外向型的专业化市场，就当下

看来，此类专业化市场依旧有许

多作为试点的潜力及需要，除此

之外，伴随”一带一路”策略的推

行，中西部区域的核心节点城市

一些以前主要是内贸的专业化市

场也在有效拓展外贸渠道，朝着

内外贸同时顾及方向迈进。第二，

借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重点是

中小微公司以及个体户，当下各

试点录入备案的公司及商家依旧

处于万户等级，然而伴随近些年

来政府放管服变革的日益深化，

国内新的市场主体数目迅速增

加，早已实现了 1亿多户，能够预

测，伴随新的市场主体日益涌进，

试点包括的出口产品类型、试点

的地区范畴依旧有较大开拓空间

以及潜力。

（二）同其他外贸新业态会达

到纵深交融

市场采购贸易、外贸全方位

服务公司、跨境电商的外贸新业

态迅速崛起。在具体实践里，三类

外贸新业态虽说均存在自身相对

而言与众不同的商业方式，然而

三方面交融发展的态势也非常明

确。在将来发展里，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同外贸全方位服务公司、跨

境电商的纵深交融发展会是基本

趋势。另外，跟跨境电商平台比起

来，市场采购贸易的数据互联平

台具有地区行政管理下的半闭合

性，然而就算出现此类差别，两方

面间应用网络数据平台甚或人工

智能技术、大数据来增进生产者

及消费者的关系，推动产品买卖

交易实现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

两方面将来的纵深交融发展，是

合乎目前网络时代市场发展根本

规律的。除此之外，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虽说精简了交易步骤，优化

了交易程序，在检测检疫、报关、

收结汇等根本交易步骤上形成了

与众不同的操控程序，然而此类

操控程序的实际推行依旧要求专

业部门或者人才来实现或者协助

实现，而外贸全方位服务公司在

这一层面存在得天独厚的专业优

势，所以两方面间的交融发展也

是根本趋势。

（三）内部运转制度会逐步完

善并优化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作为迅速

发展的新事物，作为依托外贸实

践革新出现的新业态，其在运转

历程里必定会发生部分问题，此

类问题的处理依靠其内部运转制

度的日益完善及优化，而运转制

度的优化，要求在将来的具体实

践里发现处理的办法且进行完

善。举例来说，针对收结汇率非常

低的情况，要求逐步完善贸易数

据的搜集，且在这一前提下既增

强管理力度，也有效加大奖励举

措；针对免征的增值税之外的税

种征收情况，税务机关应该依照

现实状况发布更加有效的、有目

的性的、可操控性强的征管推行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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