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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猜测程序故障下错单概率大

金桥将形成“一轴多组团”商务环境

首届浙江文化产业推介会火爆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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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产经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准确执行出口货物劳

务税收政策，现就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

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请注销退（免）

税资格认定，如向主管税务机关声明放弃未申

报或已申报但尚未办理的出口退（免）税并按

规定申报免税的，视同已结清出口退税税款。

因合并、分立、改制重组等原因申请注销

退（免）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以

下简称注销企业），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申

请注销退（免）税资格认定企业未结清退（免）

税确认书》（附件 1），提供合并、分立、改制重

组企业决议、章程、相关部门批件及承继注销

企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以下简称承继企业）

在注销企业所在地的开户银行、账号，经主管

税务机关确认无误后，可在注销企业结清出口

退（免）税款前办理退（免）税资格认定注销手

续。注销后，注销企业的应退税款由其主管税

务机关退还至承继企业账户，如发生需要追缴

多退税款的向承继企业追缴。

二、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可以放弃全部适

用退（免）税政策出口货物劳务的退（免）税，并

选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或征税政策。放弃

适用退（免）税政策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应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出口货物劳务放弃退

（免）税声明》（附件 2），办理备案手续。自备

案次日起 36个月内，其出口的适用增值税退

（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适用增值税免税

政策或征税政策。

三、从事进料加工业务的生产企业，因上

年度无海关已核销手（账）册不能确定本年度

进料加工业务计划分配率的，应使用最近一次

确定的“上年度已核销手（账）册综合实际分配

率”作为本年度的计划分配率。

生产企业在办理年度进料加工业务核销

后，如认为《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

核销表》中的“上年度已核销手（账）册综合实

际分配率”与企业当年度实际情况差别较大

的，可在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当年度预计的进

料加工计划分配率及书面合理理由后，将预计

的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作为该年度的计划分

配率。

四、出口企业将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采取

委托加工收回出口的，在申报退（免）税或申请

开具《来料加工免税证明》时，如提供的加工费

发票不是由加工贸易手（账）册上注明的加工

单位开具的，出口企业须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

说明理由，并提供主管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

否则，属于进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对应的

加工费不得抵扣或申报退（免）税；属于来料加

工委托加工业务的，不得申请开具《来料加工

免税证明》，相应的加工费不得申报免税。

五、出口企业报关进入国家批准的出口加

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

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配套区域）、保税物流中

心（B型）（以下统称特殊区域）并销售给特殊

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的货物，以人民

币结算的，可申报出口退（免）税，按有关规定

提供收汇资料时，可以提供收取人民币的凭

证。

六、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报对外援助出

口货物退（免）税时，不需要提供商务部批准使

用援外优惠贷款的批文（“援外任务书”）复印

件和商务部批准使用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

的批文（“援外任务书”）复印件。

七、生产企业外购的不经过本企业加工或

组装，出口后能直接与本企业自产货物组合成

成套产品的货物，如配套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

产货物的境外单位或个人，可作为视同自产货

物申报退（免）税。生产企业申报出口视同自

产的货物退（免）税时，应按《生产企业出口视

同自产货物业务类型对照表》（附件 3），在《生

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的

“业务类型”栏内填写对应标识，主管税务机关

如发现企业填报错误的，应及时要求企业改

正。

八、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适用增值税

免税政策的货物劳务，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增值税、消费税免税申报时，不再报送《免税出

口货物劳务明细表》及其电子数据。出口货物

报关单、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等留存企业备查

的资料，应按出口日期装订成册。

九、以下出口货物劳务应按照下列规定留

存备查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

（一）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从依法拍卖单

位购买货物出口的，将与拍卖人签署的成交确

认书及有关收据留存备查；

（二）通过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等资产重

组方式设立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重组

前的企业无偿划转的货物，将资产重组文件、

无偿划转的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十、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

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12号）第二条第（十八）项规定申请

延期申报退（免）税的，如省级税务机关在免税

申报截止之日后批复不予延期，若该出口货物

符合其他免税条件，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应在

批复的次月申报免税。次月未申报免税的，适

用增值税征税政策。

十一、委托出口的货物，委托方应自货物

报关出口之日起至次年3月15日前，凭委托代

理出口协议（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委

托出口货物证明》（附件 4）及其电子数据。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委托代理出口协议后在《委托

出口货物证明》签章。

受托方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时，

应提供规定的凭证资料及委托方主管税务机

关签章的《委托出口货物证明》。

十二、外贸企业出口视同内销征税的货

物，申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时,需提

供规定的凭证资料及计提销项税的记账凭证

复印件。

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核外贸企业《出口货物

转内销证明申报表》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交

叉稽核信息比对不符，以及发现提供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存在以下

情形之一的，不得出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

明》：

（一）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为虚开、伪造或内容不实；

（二）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供货企

业税务登记被注销或被认定为非正常户之后

开具；

（三）外贸企业出口货物转内销时申报的

《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申报表》的进货凭证上

载明的货物与申报免退税匹配的出口货物报

关单上载明的出口货物名称不符。属同一货

物的多种零部件合并报关为同一商品名称的

除外；

（四）供货企业销售的自产货物，其生产设

备、工具不能生产该种货物；

（五）供货企业销售的外购货物，其购进业

务为虚假业务；

（六）供货企业销售的委托加工收回货物，

其委托加工业务为虚假业务。

主管税务机关在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

明》后，发现外贸企业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存在以上情形之一

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通知外贸企业将原取得的

《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涉及的进项税额做转

出处理。

十三、出口企业按规定向国家商检、海关、

外汇管理等对出口货物相关事项实施监管核

查部门报送的资料中，属于申报出口退（免）税

规定的凭证资料及备案单证的，如果上述部门

或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为虚假或其内容不实的，

其对应的出口货物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

免税政策，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查实属于偷

骗税的按照相应的规定处理。

十四、本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申请注销退（免）税资格认定企业

未结清退（免）税确认书

2.出口货物劳务放弃退（免）税声明

3.生产企业出口视同自产货物业务

类型对照表

4.委托出口货物证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11月13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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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赵申生

时至年尾，从自贸试验区传来好消息：由

外高桥新发展公司打造的外高桥国际机床产

业园（一期）于日前正式交付使用。根据规

划，这里将成为进口机床制造企业及其零配

件、耗材供应商的行业集聚地。届时，外高桥

国际机床产业园将被打造成引进国际上最先

进机床的专业平台和“永不落幕”的国际机床

博览会场。

20家“巨头”已确认入驻

据新发展公司介绍，国际机床产业园将集

进口机床的整机和零备件的展示、仓储、分拨、

销售为一体，同时享受多项保税区的政策便

利，包括集中保税展示和试制功能、免保证金

临时进口出区展示功能、进口机床集中商检功

能、耗材和零配件的分送集报功能、机床整机

进口许可证的免招标集中办理功能等。

现在已有瑞士、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等国

家和地区的近 20家知名机床企业机床签约入

驻或表达明确的入驻意向，租赁面积达2.75万

平方米，占机床产业园总面积的 77%，其中包

括美国著名刀具公司肯纳飞硕、德国著名机床

公司恒轮、瑞士第一大机床公司阿奇夏米尔

（该公司计划2014年1月率先正式开业）等。

据悉，外高桥国际机床产业园（二期）的建

设计划已列入议事日程，将根据市场需求择机

上马。

专业贸易平台“升级版”

“自贸试验区要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

设的重要平台，就需要搭建贸易平台，建设面

向国际、服务国内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做大

做强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加快对外贸易文化基

地建设，建立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市政

府副秘书长、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

海波曾这样表示。

今年 8 月 30 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在发布的公告中称，计划募集

资金净额不超过 27 亿元，用于自贸试验区一

期建设。此次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自贸

试验区五大功能平台的建设，包括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平台、亚太分拨中心平台、专业物

流平台、高端现代服务业平台和功能性贸易

平台。

在功能性贸易平台方面，除了机床贸易平

台以外，高端汽车展销平台也已经同步开展，

外高桥集团正在外高桥保税区内集中建设国

内领先的高端汽车展示交易园区。

据悉，经过前期招商，目前已经初步确定

了VOLVO、进口大众等项目，外高桥集团方面

正在积极引进捷豹陆虎、雷克萨斯、劳斯莱斯、

法拉利等项目。

国际机床博览会将“永驻”外高桥
自贸试验区功能性贸易凸显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圣诞节将至，圣诞树成为这个节日不可

缺少的装饰之一。日前，来自西门子研究院

柏林分院的Olaf Rehme博士利用制造燃气

轮机部件的超坚硬钢材料，“打印”出三棵特

别的圣诞树。

Rehme 解释说，“我们的‘笔’是一个激

光束，加工室上方的偏转器则引导该激光束

直接向下，射向铺有粉末的模床。激光击中

不锈钢粉末，粉末温度升高至熔点，即 1500
摄氏度以上。这时，这些颗粒将熔化在一

起。”

记者了解到，三维印刷技术（3D打印）早已

青出于蓝，不再只是用于制作原型。如今，基于

激光的技术如激光熔化不仅可以加工塑料，还

可以加工陶瓷和多种金属，包括不锈钢、铝和钛

等。

目前，一些公司已经把这一技术用在生

产髋关节、助听器或假牙上。如德国不莱梅

的 BEGO 医疗公司就在利用快速成型制造

技术生产适用于牙冠和牙桥的金属框架。据

了解，一级方程式赛车和飞机的一些组件也

已采用这种技术进行生产。

西门子方面表示，3D打印技术提供了巨

大的商业机会，如果能够实现随时随地的“打

印”备件，可大大减小对于复杂仓储的需求。

据悉，这项技术即将投入工业应用，它将开启

金属粉末在生产定制领域中的大门。

西门子：3D打印升级 即将投入工业应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阿里云联合银杏谷资本、真格基金等风

投机构，日前推出了国内首个云计算数据化

创投服务平台。通过运作流程、诚信体系、平

台运营、数据转化，为云上创业者提供云计算

独有的数据化创投服务。

目前，已有 600 名开发者通过阿里云递

交项目申请，其中有60名获得风投面试，4个

创新项目获得第一批的风投投资。

据介绍，与传统的创投平台不同，数据化

创投平台专门针对阿里云用户。创投服务平

台为这些开发者提供线上申请渠道，风投则

通过评审后台，一站式完成项目评估。作为

申请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台跟进评估进

度。

数据化创投独特之处是，用户在阿里云

平台上，通过商业信息提取授权协议，风投

可以根据数据信息，更好更透明地进行评

估。此外，该数据化创投服务平台，除让风

投在资金上给予开发者支持外，还在专业技

术、盈利模式、推广渠道等方面给予开发者

服务。

阿里云首推云计算
创投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位于浦东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日前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据悉，复旦张江首个交易日交投活跃，全

日最高价达每股6.64港元。复旦张江董事会

主席、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海波表示，复旦张

江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是集团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集团转往主板上市后，主要业务未

发生改变，未来仍致力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药物的研究和开发。

复旦张江自 2002 年于创业板上市以

来，一直致力于新专利药物和特殊药物的

研发、制造及产业化，并同时提供相关辅助

服务。

复旦张江生物
在香港主板上市

利用制造燃气轮机部件的超坚硬钢材料“打印”出的圣诞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