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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免费专业外贸综合服务，提供个性化贸易融资方案，助力中小微企业闯荡
国际市场，悄然间，已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外经贸公共服务平台——

“渝贸通”的跨国生意经
本报记者 张永才 吴刚

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梁平柚，个头
差不多大小，外观也很漂亮。但不可避
免的是，梁平柚也有“长相”差一点的，
业内人士称之为“次果”，过去都是当废
品丢了。但现在，它们不仅能卖钱，而
且还销往了海外市场。

梁平柚龙头企业——旭焰实业就
是其中的受益者。前不久，旭焰实业与
韩国最大的柚子茶生产商签订总额折
合人民币4000万元的意向性协议。那
些卖相差一点的“次果”，将被深加工成
柚子系列产品。

此前，旭焰实业创始人唐晓东从未
想到要“走出去”。第一单国际生意就
是大买卖，他是怎么做到的？唐晓东
说，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一个叫“渝贸
通”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5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流程服务的“渝贸
通”。

一次国际展会带来
的“意外之财”

梁平、垫江、长寿等是重庆柚子主
产区，像旭焰实业这样从事柚子加工的
企业很多。

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烦恼：在气候不
好的年份，近1/10的柚果，或因授粉不
充分，或遭遇病虫害，发育不良，沦为

“次果”。为了不影响来年的果树生长，
果农只能把“次果”摘下来，剁碎还田作
肥。

这个浪费确实太大了。怎么办？
唐晓东曾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没找到
出路。直到2018年末，唐晓东随“渝贸
通”到韩国参加一次国际展会，才有了
意外的收获。

“梁平柚风味独特，韩国以柚子茶
著称，合作应该是有市场的。”他说。

但唐晓东此前一直没想到要“走出
去”，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和外国人
做生意。“如何推销，如何谈判、议价，怎
么签合同才能防范风险，我都不懂。”他
说，即便是到国际展会上去露个脸，也
觉得单独租下一个展位费用太高，而且
单个商品很难引起客户注意。

“渝贸通”解决了唐晓东的难
题——商务谈判、翻译、法务、融资、物
流、结算等一应俱全，又是集体展览，吸
引的客商更多，分摊下来的成本更低。

让唐晓东更吃惊的是，以前当废品
丢了的“次果”，也找到了出路。一直以
来，韩国柚子茶的原料是海边一种原生
杂柚，又苦又涩，如果不经加工根本不
能吃，品质连梁平柚“次果”都比不上。

合作契机由此产生。展会期间，双
方即签订了意向供销协议。会后，韩国
客户先后两次来渝取样。唐晓东透露，
今冬的柚子采摘季，那些“次果”将在初
加工后，通过多式联运发往韩国，为他
和柚农们带来一笔“意外之财”。

企业做国际贸易的胆子
为何变大了？

连梁平柚“次果”也能找到外销渠
道，“渝贸通”为啥会有如此强大的外贸
组织能力？

除了常态性的对外联系机制、畅通
的对外销售渠道，以及便捷的通关等一
般性的服务等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渝贸通”深入到出口企业生产经营各
个环节，采取“一企一策”“保姆式全链
条”服务。

几年前，徐建华和丈夫一起创办了
重庆海涪瑞机电公司，要把质优价廉的
中国机电产品卖到国外去。

“夫妻店”起家，至今也只有三四个
人的小微企业，一家外贸“小白”，如何
去做复杂的国际贸易？徐建华不担
心。网上登录“渝贸通”，单据审核、单
据制作、服务商推荐、商务法律咨询、物
流报关、商检代办以及政策法律解读等
问题，都可以一并解决。

对徐建华这样的小微企业老板来
说，更重要的是：“渝贸通”还能帮公司
规避国际贸易中的诚信风险，如“渝贸
通”战略合作伙伴——中信保可提供海
外客户尽职调查、货物跟踪以及出口保
险等增值服务。

自从上了“渝贸通”，徐建华胆子变
大了，年业务量增幅都在30%以上。

“渝贸通”董事长魏洁说，在收到
“渝贸通”上注册企业的委托后，他们会
与中信保等相关机构，对境外的贸易对
象企业进行调查，并根据相关指标进行
风险评估。评估下来，如果这家境外企
业得分较低，“渝贸通”就会给予提示，
从源头上控制风险。

物流环节，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和
线下人工相结合，货物走到哪儿了，遇
到什么情况，企业一目了然，心中有数。

另一方面，即便发出去的货物石沉
大海，出口企业也不至于亏得倾家荡产，
原因是“渝贸通”提供的出口担保服务。

据介绍，“渝贸通”会主动为客户办
理“中信保”这样的政策性补助担保。
生意即便被“打倒”，企业能获得的最高
赔付比例高达90%，最大限度降低了风
险。

想要“闯世界”，缺钱
怎么办？

俗话说，钱是企业的胆。中小微企
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普遍难题是“融资
难、融资贵”。

对此，“渝贸通”提供了另一项重要
的服务内容——供应链金融。

重庆易宠科技是国内最大的独立
宠物用品服务电商平台。但在2016年
前，这家电商企业的经营种类还比较单
一，货品主要来自国内，客户仅仅在C
端（养宠物的消费者）。

后来，易宠科技提档升级，决定扩
大平台上海外货品的占比。为了减少
中间商吃差价，他们找到了几款主要产
品的生产商，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很苛
刻：提前四个月打款。对于易宠科技这
样的贸易型企业而言，囤货几乎就已经

耗尽了流动资金，预付款，账期还长达
4个月，基本上没法承担。

解决企业燃眉之急，“渝贸通”为企
业垫资采购，2017年垫资1亿元，2018
年是2亿，今年有望达到4亿元。有了

“渝贸通”金融服务做后盾，易宠科技有
条件和生产商对接，成为一些国际宠物
用品的中国市场总代理。

像易宠科技一样从“渝贸通”金融
服务受益的企业，还有很多。例如，重
庆曼格瑞贸易有限公司在“渝贸通”资
金支持下，短短两年时间，出口规模从
最初的5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300多
万美元；重庆品智家具有限公司在“渝
贸通”资金支持下，直接向国外供应商
进行原木直采，目前已经成为重庆名列
前茅的定制家具生产商……

全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解决了外贸
企业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渝贸
通”开始探索把外贸价值链向上游延
伸，把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
起来。

比如在近期，在市商务委和重庆对
外经贸集团支持下，“渝贸通”启动了农
副产品“走出去”项目，以“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助力农产品龙头企
业走出国门，带动产业发展。

“渝贸通”的“保姆式”全流程服务，
成效已初步显现。目前，石柱的潘婆婆
莼科技有限公司、梁平的惠成竹业、潼
南的汇达柠檬……重庆一大批名特优
农产品企业都把生意做到了海外市场。

据魏洁透露，截至目前，“渝贸通”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企业2513家，
为184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咨询、法律、
谈判、签约、制单、报关、结汇、融资等外
贸综合服务3077次，累计实现进出口
额3.37亿美元。2018年，“渝贸通”实
现利税3000万元。

截至目前，
“渝贸通”外贸综
合服务平台累计
上 线 企 业 2513
家，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咨询、法
律、谈判、签约、
制 单 、报 关 、结
汇、融资等外贸
综合服务，累计
实 现 进 出 口 额
3.37亿美元。
记者 罗斌 摄

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掉、卖
得快、卖得好、卖得远，是每一
个企业的梦想。怎么才能实
现呢？必须得搭上“外贸快
车”，开拓全球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时要求重庆加大内陆开放力
度，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外贸企业是开
放型经济的主力军，是开放发
展的活力所系、动力所在。重
庆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
深走实，就要大力发展开放型
经济，让更多的企业搭上“外
贸快车”，参与到全球化的竞
争与合作中来。

在常人眼中，企业开展外
贸业务有很高的门槛，进出口
商品也大多贴有“高精尖”“高
大上”的标签，并非等闲者可
以为之。的确，对中小企业而
言，外贸环节多、流程长、风险
大，如果没有专业的人才、雄
厚的实力，大多只能“望洋兴
叹”。但如果把专业的事情交
给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来
做，一切又会变得很简单。

得益于“渝贸通”平台提
供的一揽子免费外贸综合服
务，重庆不少中小企业就把
原来“不敢想、不能做”外贸
生意给做成了。因为有了免
费的“外贸掌柜”，梁平的一
个小作坊拿到了大额韩国订
单，渝北的一家科技公司拿
到了多个海外品牌的国内总
代理权……因为“渝贸通”贴
身“保姆式”服务，潼南柠檬、
綦江木瓜、开州银杏茶、忠县
血橙、梁平柚子等农副产品
走出了国门，带动了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这些鲜活的案

例说明：做外贸也可以做“甩
手掌柜”，出口商品也可以很
普通，外贸订单也可以很小
额。

发展开放型经济，意味着
企业要参与到全球化的企业
分工合作中来。像“渝贸通”
这样的外贸服务平台，就是全
球化分工合作的有机组成部
分。外贸服务平台要当好企
业沟通世界的桥梁，企业才能
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
与服务水平，二者各展所长、
互为补充，就能让进出口变得
更简单易行。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既
需要政府部门在建设开放通
道、拓展开放平台、发展开放
产业、壮大开放主体上持续用
力，也需要市场主体的积极参
与。通过专业化的平台服务，
提高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有
利于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浓厚氛围，也让更多中小企业
买全球、卖全球成为常态，让
更多人尽享开放发展的红利。

当开放成为发展新常态
时，每个地方、每个行业、每个
企业都应该以全球化的视野，
重新审视自己的资源与产品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怎样的位
置，能否开拓国际市场，在国
际上如何卖出更好价钱？或
许，我们每一个人眼中稀疏平
常的产品，就是国外消费者眼
中物美价廉的“爆款”。这也
提醒广大企业，要善于挖掘资
源特色，提升产品的独特竞争
力。只有多一些特色突出、外
向度高的优强企业和有竞争
力的新型开放主体，内陆开放
新优势才会更加凸显。

评论

小企业凭什么
揽得外贸大订单

□饶思锐

编号

NC2019让-2-
2-1

NC2019让-4-
7-1

地块名称

天星片区U04-02/
01、U04-04/01、
U04-05/01地块

神龙峡组团G分区
03-17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94928㎡

（142.39亩）

20356㎡
（30.53亩）

规划指标要求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94931㎡，容积率≤1.01（不得小于1），建筑
密度≤35%，绿地率≥35%，建筑控制高度20米。公共服务设施：
U04-02/01、U04-05/01需配套停车场，具体规划指标按渝规南条件
函〔2019〕0503号文件执行。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30534㎡，容积率≤1.5（不得小于1），建筑密
度≤40%，绿地率≥30%，建筑控制高度18米。公共服务设施为垃圾
收集点、社区管理用房、体育活动场地，具体规划指标按渝规南条件函
〔2019〕0501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兼商
业设施用地

出让
年限（年）

商业40
居住70

商业40
居住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700

1280

起始价
（万元）

5700

1280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9:00
时至2019年6月12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15:30（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5号

重庆市南川区蔬菜副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经公司研究决定，我司将于2019年6

月18日上午9:00时在金佛山大酒店九楼
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请届时参加。 现将
会议有关事项通知于后：

一、会议议程：
1.审议并表决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并表决财务会计报告；
3.审议并表决监事会工作报告；
4.对注册资本减少的变更进行表决；
5.对原贸易大楼拆迁安置方式进行表决；
6.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7.对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二、参会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如有委
托代理亦须持委托人书面委托书和委托人
身份证）到大会签名处办理相关手续，领取
会议资料后入场。

三、会议全程录像，请参会股东自觉遵
守会议纪律，服从会议主持人的现场指挥，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齐心协力开好本次大
会。

四、大会秘书处联系人：罗清 联系电话：
71422998 手机：15736231085

特此通知
重庆市南川区蔬菜副食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