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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销量连续三个月破万辆 6 月创单月进口量历史新高

天津平行进口车景气度逆势上行
■ 记者 张倩 杜潇扬 报道

近日，记者从天津市平行进口汽车
流 通 协 会 了 解 到 ，遭 受 疫 情 重 创 的 天
津平行进口汽车行业从第二季度开
始，销售数据持续平稳回升，终端市场
需求旺盛。

二季度平行进口车销量
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
“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天津平
行进口汽车行业进口和终端零售都受到
了重创，
同比下滑非常严重。
”
天津市平行
进口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张婷婷表示，
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从第二季度开始，
平行进口车终端零售量已经三个月都超
过了万台，基本恢复到了往年的同期水
平，
由此也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平行进口
汽车的认可。
记者从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了解
到，2020 年上半年，天津口岸进口平行汽
车 3.8 万辆，进口额 132 亿元人民币，进口
量最高峰占全国总数七成以上，
继续保持
全国平行进口车行业核心龙头地位。特

8 月 5 日，记者从天津海关召开的
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至今，天津海关共发布
进出口商品风险预警信息 39 起,同比
增长 129%
检出不合格商品 4805 批，同比增
长 9.27%，涉及货值 214 亿元，同比下
降 0.65%

借助大数据实施监管
据了解，
今年天津海关充分发挥国家
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国
家级风险验证实验室、国家级风险监测中
心等技术优势，综合运用追溯调查、风险
评估和风险预警等手段，
通过对国际市场
相关产品采用大数据方法进行研判，
将执
法把关的环节前置，
做到对重点敏感商品

天津口岸进口平行汽车
共进口平行车 3.8 万辆，
进口额达 132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
上半年

进口量最高峰占全国总数七成以上
继续保持全国平行进口车行业核心龙头地位
连续三个月 天津平行进口汽车终端销售量突破 1 万辆

别是在今年 6 月份，新区商促局联合市商
务局、天津海关、天津港保税区、行业协会
等单位，组织企业采取抢舱订船、包船直
航等多种模式最大限度进口中东版国Ⅴ
车型，
共引导进口平行车达 1.8 万台以上，
进口额 75 亿元，货值达 150 亿元以上，创
单月进口量历史新高，
进一步巩固了新区
平行进口汽车全国集散地的地位。

将建立可追溯机制
补齐售后服务短板
平行进口汽车是天津口岸的“特色名
片”，也是滨海新区产业亮点之一。据了
解，目前，经商务部备案的天津自贸试验
区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共 50 家，试点数量

约占全国总量的 1/3。此外，天津口岸专
门从事批发、销售平行进口车的相关企业
1000 余家，现已建成 3 家大型汽车城，聚
集了 20 多家汽车展厅，车辆销售范围辐
射全国。
为减少疫情和国Ⅵ环保制约的双
重影响，目前，新区通过组织开展融企
对接会、引导网络直播售车等多种方式
拓展行业融资渠道，开拓平行进口车销
路。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新区下一
步 将 对 平 行 进 口 汽 车 试 点企业继 续采
取动态管理制度，通过试点考核、新一
批试点备案，甄选有实力优质企业进入
试点行列。
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国际贸易促

进室主任崔健表示，下一步，新区将对标
中规车售后体系建设，
继续扩大平行进口
车售后服务“共保”
机制范围和服务内容，
着力建立可追溯机制，
补齐平行进口汽车
售后服务短板。

购买平行进口车
建议“货比三家”
张婷婷告诉记者，消费者在购车时，
可关注“天津市平行进口汽车流通协会”
订阅号，查询诚信企业名录，也可以在订
阅号中根据意向购买车型，
查询有销售资
质的会员企业，
了解诚信企业的信息。
此外，
区商促局建议消费者选择天津
自贸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企业购买
车辆，同时应该注意警惕低价诱惑，尽量
“货比三家”，谨防上当受骗；签订购车合
同，
如实开具发票，
避免在流动搭讪人员、
中介处购车，防止出现维权难题；索要随
车材料，验证车辆是否属于该公司，也便
于后续上牌；拒绝强制消费，自主进行比
较、鉴别和挑选等。

今年天津海关已检出 4805 批不合格商品 涉及德产儿童牙刷和日产创可贴

新区市民买
“洋货”得留神！
提前发出预警，
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管。
为进一步提升商品检验把关能力，
守
护国门质量安全，
天津海关重点推进建设
5 个天津关级风险监测点，扩大了风险信
息采集渠道和范围；
参与总署风险预警体
系建设顶层设计，
充分发挥国家进出口商
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作用，
推
动完善制定进出口商品领域海关技术规
范；充分发挥国家级风险评估中心作用，
开展风险评估，形成了涉及水杯、汽车等
重点敏感商品的风险评估报告，
为口岸监
管提供技术支持；
强化风险结果应用。通
过提取风险预警关键风险点，
指导海关查
验人员，
加强不合格检出。

通报质量安全案例提醒市民
发布会上，
该关还通报了在执法把关
中发现处理的几起质量安全案例，
提醒新
区市民今后选购进口商品时要注意。
案例中提到，
2020 年 4 月，
天津某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向天津海关申报1批产自德国
的进口某品牌儿童牙刷。经现场海关取样
检测，
上述进口儿童牙刷的单丝弯曲恢复率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有可能损害儿童口
腔健康，
于是判定该产品安全风险等级为
高，
并对不合格牙刷实施了监督销毁。
此外，2020 年 5 月，天津某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向天津海关申报 1 批德国进口

的胸针。天津海关取样检测发现，
胸针样
品镍释放量超出国标规定的限量值 8 倍
以上，
具有较大的健康安全风险。天津海
关对上述不合格胸针实施了监督销毁。
2020年4月，
天津某公司向天津海关申
报1批进口自日本的创可贴。经查验，
创可
贴最小销售外包装上用日文注明
“一般医疗
械器”
字样，
属于医疗器械，
但收货人无法提
供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
存在安全风险隐
患。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
天津海关对上
述创可贴实施了退运处理。 记者 赵贤钰

生态城今起发放“大礼包”
300 万元消费券助推复市
时报讯（记者 王梓）今日，中新天津生态
城管委会联合美团点评发起“安心消费节”活
动，发放总额度为 300 万元的电子消费券，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商业领域复商
复市。
生态城消费券发放采用券包形式，
每个券
包有 3 张通用消费券，分别为 129 元减 50 元 1
张、69 元减 30 元 1 张、39 元减 20 元 1 张，累计
可优惠 100 元。自今日开始至 8 月 10 日的每
天 10 时发放，活动期间，消费者只要进入美团
APP 或大众点评 APP，在首页活动专区寻找
“购滨海·促消费”
——滨海新区消费券活动生
态城专场，
点击进入即可参与抢券。每人仅限
领取一次。自领券之日起，消费券有效期为 7
至 10 天（具体以领取页面规则为准）。
生态城内参与此次活动的商家总数约
120 家，覆盖了生态城内的各个商圈，涵盖了
餐饮、丽人、亲子、保洁、超市零售等多种商业
实体。

新区科企研发多款产品
为应急防汛提供解决方案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记者 5 日从新区科
技型企业天地伟业获悉，
为了应对汛期来临的
挑战，
该公司研发出多款应急防汛产品及应急
防汛解决方案，构建智慧防汛监测网，可实现
水情管理可视化、智能化和集约化。
“公司把智能技术与防汛工作相结合，先
后开发出了水利检测预警一体站、智能水利平
台等多款核心产品。”据天地伟业品牌总监张
征介绍，其自主研发的应急防汛解决方案，基
于前端摄像机的计算分析能力，可将水情监
测、防汛预警广播、视频监控、数据汇集传输等
功能集成一体，构建防汛监测预警一体化体
系。中心平台实现系统管理、总控配置、数据
汇集、预警发布等，手持 APP 实现综合管理、
信息查询、预警发布等。
目前，
天地伟业应急防汛产品和方案已应
用在天津、吉林、湖南、河南、安徽等多个省市，
涉及防洪管理、水库监测预警、城市内涝治理
等多个方向，
实现了可视化、智能化、一体化汛
情预警监测。可实现流域上下游成体系连续
洪水状态监测、水资源量化管理、小型水库一
体化监测预警及工程安全监管等，
从而保障水
系全程洪水姿态信息呈现、水资源优化配置调
度、水库安全运行、界定责任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