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个月内，整合全市涉及国际

贸易的22家单位54个系统，汇集
共享11类2519万条海量信息，重
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成为全国首
批7个试点省市之一。

1年多时间，重庆“单一窗口”
累计申报量180余万票，高达51万
票来自中国沿海。“单一窗口”成为
重庆国际贸易申报主渠道，更成为
这座城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要标
志。

“单一窗口”不仅实现了数据流
的汇聚，更实现了业务流汇集，并正
在深刻影响着实体产业生产模式。

国家口岸办对其评价为：思路
领先、理念超前，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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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量位居中西部第一

十秒报关 奇迹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陈波

以国际贸易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单一
窗口”采用的是国际三大模式中的公共平台
模式，即通过一个平台向不同的监管部门递
交资料，各监管部门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信息
共享与业务协作。

这种模式下，全国统一采用国家“单一窗
口”标准版本，各省市可在此基础上创新拓
展，考验的是各地智慧。

重庆“单一窗口”，紧扣企业“难点”“痛
点”，开拓创新出一批地方特色功能，便利企
业，在全国独树一帜。

除国内首创“单一窗口”在线国际结算功
能外，重庆“单一窗口”探索建立了国际物流
和口岸通关全程动态系统，实现物流信息全
程“进度可见、时间可测、成本可控”。

“对从事进出口的物流企业而言，这套系
统上线带来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是里程碑式
的。”重庆瑞利通供应链公司董事长崔西乔对

此给予了极高评价。
崔西乔高度评价的背后，源于他曾经遭

遇过的重大危机。
数年前，某世界500强企业委托重庆瑞利

通供应链公司进口一批急用的机器零件。但
因信息不对等，货物在上海港入关时耽误了时
间，再用常规的货物运输方式无法按期交付。

“客户下了最后通牒：延迟一天罚款40
万元，且永久性终止合作。”无奈之下，崔西乔
动员全体员工连夜飞赴上海，按民航对行李
上限的要求，每个人带一批零件回渝。

靠着“蚂蚁搬家”的方式，重庆瑞利通供
应链公司完成了“公司史上成本最高、亏损最
重的业务”。

但事后，崔西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必须
付出的代价。他了解到，目前先进的大型制
造企业安全库存仅7天，企业的整个生产线
调度也根据库存进行安排。

“只要一个零件不能准时送达，整个企业
的所有流水线、生产模具、工人安排等就会被
全部推翻，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崔西乔解释。

这套脱胎于丰田公司的生产方式被称之
为“精益生产”，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催生了物
流行业的“精准物流”概念，核心就是保证在
承诺时间内准时到达。

以往，崔西乔接到最多的电话，是客户询
问“货到了哪里？”但他要回答这一看似简单
的问题，却要经历“太不简单”的程序。

以进口货物为例，如货还在太平洋上的
远洋货轮里，那他需要查询承运船务公司网
站；如到达上海港，他得查询上海港码头信
息；如货已在长江的货船上，又得查询内航船
务公司信息……

即便货物最终抵达重庆港码头，但相关
信息没录入重庆海关，那么就无法报关，他还
得等。

“那时候，我们的报关员每天上午、下午
到海关柜台查询转关单核销状态，运气不好，
就耽误半天以上滞港时间，产生额外费用。”
崔西乔说。

但现在，这一切繁琐又不确定的物流动
态，在重庆“单一窗口”上的“一键订阅”即可

全部实现。
数据显示，该功能上线至今使用次数约

300余万次，累计为企业节约时间50余万天。
“重庆这一创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实现

了‘精准物流’，更是为企业‘精益生产’奠定
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崔西乔断言，从短期看，
通过提高全程物流的可预期性，重庆“单一窗
口”已经实现了跨国物流的精准运行；从长远
看，此举不仅会推动实体产业如制造业向“精
益生产”转变，而且会给身处内陆的重庆带来
实体经济的导流。

更显意味深长的是，似乎是为了给崔西
乔的论断做一个小小注解，巨航国际这一集
团化综合型物流企业，在重庆先后设立了深
圳市巨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办事处、重
庆汇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后，拟进一步
加大在重庆的投资，储备保税物流仓储资源，
进一步夯实巨航在重庆的物流业务。

虚拟服务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对于这些颠覆性的变化，体会最深的莫
过于银行。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潘薇透露，在重庆“单一窗口”诞生前，进出口
企业需要拿着全套的贸易合同、通关单据等
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收付汇手续。银行审
核留存的各种单据堆积如山。

潘薇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多年前有
一家企业需要付汇一千万美元，由于单据零碎

繁多，需要专人、专车专程运回银行审核。同
事曾笑言“没想到做金融也是一件力气活”。

如今，不再需要繁复的纸质单据，银行通
过调取“单一窗口”数据实现收付汇结算，1
秒钟即可解决所有问题。得益于电子数据全

面替代纸质单据，企业可以在线提交业务申
请，银行在线进行贸易背景审核，“单一窗口”
在线实时反馈比对数据，企业足不出户即可
办理跨境交易，中小微企业也能成为大银行
的VIP。

至此，这项曾困扰金融系统多年的在线
国际结算功能，成为了重庆“单一窗口”又一
项国内首创。该功能目前已被国家口岸办吸
纳，将在全国推广。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实现这历史性的改

革，在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和重庆海关的
统筹下，重庆电子口岸中心先后协调了全市
涉及国际贸易的22家单位，对其分散的54
个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我们先得跑断
腿。”熊朝阳笑言，系统整合涉及11类2519
万条信息数据，工作量之大、整合期之紧前所
未有，建设协调期间，整个重庆电子口岸中心
团队就像在数据海洋里游泳。

中小微企业也能成为银行VIP

刘君的感受，得到了安捷国际运输代理
有限公司关务部经理郑影的共鸣。在郑影看
来，重庆“单一窗口”对各类报关行来说，等于
是“重新再造了一个崭新的报关流程”。

多年的报关行工作，使得郑影对以往传
统的报关流程稔熟于胸，以前企业开展进出
口业务时，需要将合同、箱单、发票等同一份
贸易单据，分别向海关、检验检疫等不同部门
至少提交8次之多。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报关行都得在海
关设立一个常驻员工专门负责繁琐的报关
手续；此外还需要再安排至少一个员工负
责传递这些手续、资料。”郑影回忆，那时候
的报关、报检申报项目高达229个，缺一不

可。
这229个申报项目，从输机、审核、互审、

发送到放行，正常情况下需要 45到 50 分
钟。彼时，一个最熟练的报关员，一天最多也
就申报15票。

而现在，旧有流程发生了被企业称之为
“梦幻般的改变”。

“原有的两百多申报项目被‘砍掉了一大
半’。”重庆海关副关长孙伟披露，目前“单一
窗口”通过整合申报改革，将报关单、报检单

合二为一，229项申报项精简为105项，74项
随附单据合并整合为10项，102项监管证件
简化为64项。

现在，通过“单一窗口”，这一切仅仅只需
10秒钟。而一个熟练报关员，一天竟可以完
成多达200票的申报。

再加上海关无纸化通关改革的推进，电
子审单全面替代纸质文件人工审单，通关时
效大幅提升。

“单一窗口”再造进出口流程新模式

在描述重庆“单一窗口”纷繁的数据中，
有一组数据，注定会深刻影响这座城市的经
济版图。

这组数据是，重庆“单一窗口”累计申报
的180余万票中，高达51万票来自沿海省
市。

考虑到重庆既不沿边、也不沿海的现实
情况，这样的进出口贸易数据看似有违基本
经济规律和企业运作原则。

“作为一家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
我们恰恰认为重庆这种看似特殊的情况，才
真正符合经济规律和企业运作原则。”深圳市
关贸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君直言，自己
公司及集团总部在全国筛选报关地的历程最

具说服力。
刘君所在的公司隶属于深圳巨航国际，

这是一家集报关、物流、投资、跨境电商于一
体的集团化综合型物流企业，并且还是中国
报关协会理事单位。

巨航国际的业务遍布全国，进出口贸易
的报关原来都会在各自属地进行，因此均会
选择沿海城市海关申报。

通关一体化改革后，出于降低时间成本、
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的考量，巨航国际拟在

全国范围内寻找一处合适的集中报关地，为
此实地考察、测评了大量的沿海城市。

“我们曾为此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寻找
一个‘最优项’，测评显示，重庆就是那个‘最
优项’。”刘君直言不讳地承认“最初这个结
果，让整个集团都非常意外。”

出于某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商业谨慎，重
庆“单一窗口”自试运行始，巨航国际就以重
庆本地的进出口贸易业务进行“投石问路”，
即只有集团在重庆的业务通过重庆“单一窗

口”报关。
与此同时，作为“投石问路”的一部分，刘

君还试探性地向当时建设中的重庆“单一窗
口”提出了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即外贸企业的
各种需求。

“我没料到的是，对方不仅全盘采纳了我
的意见，还三番五次邀请我去做技术指导。”
刘君笑言，当时自己是“受宠若惊”。

重庆电子口岸中心主任熊朝阳很久之后
听到刘君提起此事，哈哈大笑：“打造国际贸

易良好生态环境是我们的一个小目标。其
实，我们也是在‘借船出海’，该‘受宠若惊’的
是我们。并且，不只邀请了你，我们还邀请了
很多企业专家。”

巨航国际“投石问路”一段时间后就有了
最终结果。刘君透露，目前巨航国际遍布全
国的68个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全部转由
重庆“单一窗口”统一集中申报。

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为何会选在重
庆？

刘君的回答意味深长：“现代化企业对营
商环境的嗅觉最为灵敏，对地方的服务要求
也最具专业性，选择重庆必定意味着这座城
市具有我们所需要和看重的一切。”

沿海51万票进出口贸易报关涌向重庆

2017年10月31日，在试运行5个月后，
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

从当年建设启动，到需求调研、业务协
调，再到建设实施、调试运行，直至最后的上
线，这一对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具有无比
深远影响的重大平台，其完成仅用了8个月
时间。

事实上，在此之前，“单一窗口”对于普通
公众尤其是身处内陆的重庆而言，都是非常
陌生的名词。

它最初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
业务中心（UN/CEFACT）建议书的倡议。即
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通过一个平台一次性提
交相关资料、数据及单证，满足进出口监管部
门以及国际物流相关要求的贸易便利化措

施。
换言之，“单一窗口”可以破解重复申报、

多头申报的问题，达到数据和单证的协调、简
化和标准化以及政府监管过程的透明化，实
现国际贸易便利化。

更通俗地说，任何建立了“单一窗口”的
国家，理论上其消费者都能够更快捷、更便宜
地享受各类进口商品；与此对应，该国生产者
也能够更快捷、更低成本地将产品销往全球。

2017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生
效《贸易便利化协定》，明确要求各成员通过

建立“单一窗口”来简化通关手续和降低通关
费用。

2017年8月2日，全国“单一窗口”第一
票原产地证书，由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申报成功。

2018年3月6日，重庆“单一窗口”在全
国第一个实现在线收付汇业务。

2018年8月22日，全国“单一窗口”第一
票空运运输工具，由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申报成功。

……

连续摘取一连串的“全国第一”后，诞生
一年多的重庆“单一窗口”，以累计180余万
票的申报量，位列全国前列、中西部第一。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单一窗口’
不仅成为我市国际贸易业务申报的主渠道，
而且成为汇聚贸易流量、培育产业优势、拓展
对外服务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我市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的重要标志。”重庆市政府口岸物
流办主任聂红焰表示。

这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一年多时间里完
成的。

重庆“单一窗口”申报量居全国前列从无到有

“最优窗口”

“秒过”报关

在线结算

精准物流

沙坪坝区团结村，重庆铁路口岸，海关人员使用H986光机对集装箱进行不开箱查验，将单次查验时间压缩至5分钟，综合效率提高10
倍以上。（本报资料图片） 何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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