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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的主妇在家里点点鼠

标，就能购买到一件杭州产的棉质连

衣裙。而如果去当地商场购买，价格

可能会贵上三到四倍。

国内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让不少

企业尝到了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的甜

头。作为全国首批 5 个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之一，杭州出境电商

邮包日均达到了4000个左右。

为有效控制电商快递物品风险，

杭州检验检疫局在全国率先实施了

出境电商交易商品《负面清单》制度

（以下简称《负面清单》）。目前，《负

面清单》已对电商企业发布，并将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跨境贸易商品分类管理

和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销

售一样，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能省去中

间环节，让生产厂家直面国外消费

者，实现老外对中国商品的“海淘”。

早在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

州、重庆、宁波就率先成为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第二

年，中国（杭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

业园落户下城。在该产业园内可以

办理通关手续，做跨境贸易更加方

便。此外，园区内企业还可以享受出

口货物的外汇通过外管实现即时结

汇，充分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进

一步降低成本。

为支持杭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发展，检验检疫部门依据相关规定

对电子商务出口产品实施分类管

理。即对有特殊检疫要求或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寄递的物品，

和国家实施许可管理的产品进行特

殊监管，并列入《检验检疫实施监管

商品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含两大类产品

“总的来说，列入《负面清单》的

主要有两类产品。”杭州检验检疫局

综合业务处陈浩表示，第一类为禁止

申报类。也就是说，检验检疫部门不

受理此类产品的申报。 记者看到，

第一类产品共有15大类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出境或邮寄的商品，其中包括

贵重药材、各种活动物等。

第二类产品为特殊监管类。即

国家实施许可管理的商品，要求电商

做到定点采购。“所谓定点采购，就是

要求电商到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进

行购买。”陈浩以茶叶为例，和食品一

样，茶叶同属于第二类产品，即特殊

监管类。“这也就意味着，跨境销售的

茶叶不能是随随便便街头一家小商

店提供的，必须要具有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管理资质。”

据介绍，第二类产品共有65种动

植物、卫食产品和 330 种玩具、危化

品、食品添加剂等工业产品。而对这

些产品许可管理的类型，也会根据商

品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出口的竹

木草制品，其生产企业必须要进行注

册登记。

产品不同监管方式不同

负面清单是国际上重要的投

资准入制度，与正面清单相比，其

究竟有什么不同？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所

谓“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明确告

知对方哪些行业不开放或存在限

制。在此之外的，“法无禁止即可

为”。

实际上，检验检疫部门推出的这

个《负面清单》的概念和投资领域内

的也有些相同。“《负面清单》告诉出

口企业哪些产品是禁止的，哪些是有

所限制的，而目录中以外的其他产品

属于一般监管类，可以市场采购。”陈

浩说。

因为对出口产品实施分类管理，

施检部门也会根据产品分类不同采

用不同的监管方式。比如，针对第一

类产品，施检部门列出负面清单告知

电子商务企业，并采取必要的查验措

施；第二类产品，要求电商定点采购，

定点单位须向杭州局报备，施检部门

对定点采购的企业和产品进行必要

的符合性评定。

陈浩介绍，目前，《负面清单》

已经实施，但主要针对的是出境的

电子商务，今后入境的也会制作一

个类似的清单，不过会更加复杂一

些。

据《杭州日报》

杭州首推跨境电商负面清单
降低电商快递物品风险

日前，宁波鑫鹭甬日用品工贸

有限公司32批、308万美元的市场

采购商品经检验检疫合格后快速

通检。这家一年多前拿到宁波进

出口商品采购贸易改革示范区第

一份通关单的企业，如今已在示范

区开展采购组货贸易超过５亿美

元，直接节省了近300万元的成本。

从2009年开始，我市一批有自

营出口权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

开始谋求转型，从原来单纯以加工

或出口为主的工贸结合型模式，转

型为“市场采购＋组合包装＋出口

配送”为基础的供应链配送模式。

在这种新情况下，企业需要从市场

上采购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

种商品，根据客户的需要重新组合

拼货配送出口，一个集装箱通常可

以拼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货物。“按

照传统做法，这些从不同商家采购

的货物需要分别在货源地进行报

检，办完所有手续需要一周以上。”

宁波鑫鹭甬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贸易部经理温少敏说。

为促进采购贸易提速和企业

向供应链运营服务商转型升级，

去年1月，宁波检验检疫局与宁波

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

以现代国际物流园区为平台，设

立并协作共建宁波进出口商品采

购贸易改革示范区。有别于传统

的属地、口岸两次报检、两次查验

模式，示范区设立8个市场采购出

口商品监管仓、2个中小企业组货

平台和 1 个输非采购商品配送中

心，对轻工、纺织、机电、植物产品

等8大类467种产品实行采购组货

地“一次报检、一次查验”。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是我市日用百货类产品出口“大

户”。以前，公司一个货柜的出口

商品通常要从数十家生产厂家采

购，每一家都要分别报检，十分繁

琐，而且出口时间、物流成本很难

掌控，分批报关成本也很高。“现

在，我们只要将从市场上采购的

配送商品集中到开发区物流园区

的监管仓库，整合后只需一次报

检报关。”该公司运营支持事业部

副总经理吴大庆说。

据统计，“市场采购”宁波监

管模式实施以来，每一批货物出

口通关时间缩短 1.5 个工作日以

上，累计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 20
余万个小时，一个货柜平均减少

综合成本近 2000 元。截至目前，

147家外贸企业已入驻园区，其中

外贸百强企业入驻率为 31%。去

年示范区对全市外贸出口增长的

贡献率达24.6%。

近日，为进一步促进示范区

发展，宁波检验检疫局针对采购

贸易改革示范区出台了降低企业

申请入区条件、降低出口拼箱货

物抽查比例，支持企业开展国际

配送业务、支持输非采购配送中

心实施自主监装、开展诚信分类

管理、开展出口贸易便利化服务、

深化检政合作等七项扶持政策。

据《宁波日报》

日前，温州市国税局举行了

退税等级授牌仪式，温州市 29 家

外贸企业被授予退税等级A类企

业称号。这些企业将可享受申报

简化等一系列退税“特权”。

仪式现场，温州市国税局副

局长陈佐军为温州金州集团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纺织品对

外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粮油食

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五

机化医外贸有限公司、温州市土

产畜产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等 29
家企业颁发了等级证书。陈佐军

说，外贸企业被认定为退税等级A
类后，在退税方面可享有一系列

“特权”：申报手续大幅简化，除按

照规定提供相关的申报表及电子

数据外，无需提供出口货物报关

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纸质单证；

审核效率也较其他管理类别的出

口企业大幅提高，可以加快出口

退（免）税审核进度，加速企业的

资金流转。

金州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企业获得

A类管理企业称号，能提升出口效

率，加快资金流转。据了解，这 29
家企业2013年的出口额为28.53亿
美元，占市区全部2000余户外贸企

业总出口额的42.15%；共办理退税

24.95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外贸企

业出口退税额的42.66%。

温州从 2012年开始评定退税

等级A类，两年一评，此次评定新

增A类企业 18家。按照现行的出

口退（免）税分类管理评价体系，

外贸企业申请“退税等级 A 类企

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纳税信

用等级为 A 类、年平均出口额在

3000 万美元以上，或纳税信用等

级为 B 类、年平均出口额达到

8000万美元且无严重涉税违法记

录等情况。据统计，温州市年出

口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外贸企业

有 47户，而出口额超过 8000万美

元的外贸企业仅16户。

同时，温州市国税局结合“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在综合考虑外

贸企业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后，联

合地税部门，共同开辟审批“绿色

通道”，特批符合条件的29户外贸

企业为纳税信用等级 A 类企业。

通过提高外贸企业纳税信用等级

的方式，提升出口退税管理类别，

实行出口货物退（免）税分类管理，

将有利于推进温州开放性经济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做

大做强。 据《温州商报》

财政部、国税总局 4 月上、中

旬两次发出通知，加大小微企业所

得税优惠力度。记者日前获悉，江

苏省共有6.4万户小微企业从中受

益，涉及减免金额2.31亿元。

按照新政，小微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从 6 万元扩大到 10 万

元，提高了纳税起点，同时核定征

收企业则从不享受到同样享受税

收优惠。统计表明，全省新增 5.8
万户核定征收企业享受减半税收

优惠，涉及税款 1.6亿元。同时还

有1万户年营业税10万到30万元

间的企业，也可享受小微企业优

惠，涉及减免金额0.9亿元。

据《新华日报》

日前，苏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全票通过《苏

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待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后，该《条例》将于今年10月1
日起实施。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

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

为鼓励保护生态环境，不让因保

护环境而牺牲发展的人吃亏，2011年

起，苏州市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现在

村里年年都能拿到生态补偿金，有了

地方法规后，这4700多亩水稻田更有

保障了。”常熟市支塘镇丰联村书记

刘德洪介绍，种水稻能保护生态环

境，一亩水稻调节气候的作用在夏天

相当于 100台 5匹的大空调，种水稻

也是地方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但

事实上，若没有生态补偿和种粮补

贴，种水稻在经济收益上肯定吃亏，

前些年不少农民将水稻田挖了养鱼

虾，丰联村水稻田迅速减了三成。政

府对水稻田进行生态补偿后，丰联村

现在一年能拿到200多万元补偿金，

村里用这笔钱重修了沟渠，增加了灌

溉设备，农民种水稻的管理成本大大

降低，现在很多农民填了鱼塘改种水

稻。“《条例》的出台让种水稻的农民

心里更有底了，保护生态，肯定不吃

亏。”刘德洪说。

《条例》不仅明确了什么是生态

补偿，生态补偿的范围、对象、标准、

审核程序、资金使用等，还明确了资

金使用的监管、监督。《条例》明确，

生态补偿是指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

付方式，对因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区域

内的有关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偿的活

动。生态补偿范围包括水稻田、生

态公益林、重要湿地、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市、县

级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

域。补偿对象为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和县级市（区）政府其他派出机

构；村（居）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县级市（区）政府批准可以获

得生态补偿的其他组织。《条例》同

时明确，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生

态补偿资金使用情况向全体村（居）

民公示。“这保证了资金使用的公开

透明”，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徐鸣岳介绍，公示资金使

用情况，有利于引导群众更好保护

生态。

自实施生态补偿以来，苏州市

累计发放生态补偿金已超过 5 亿

元。徐鸣岳认为，当前苏州正处于

工业化转型、城市化提升、城乡一体

化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面对日益

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群众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强烈诉求，将生态补偿

工作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将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

据《苏州日报》

苏州出台全国首个
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

温州市国税局划定退税等级
29家外贸企业获A类等级 将享退税“特权”

做大采购贸易“流量经济”

宁波推进进出口贸易改革

江苏6.4万小微企业
受惠税收新政减免2.31亿

面对日益严峻

的资源环境约束和

群众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强烈诉求，将生

态补偿工作上升为

地方性法规，将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生态

补偿机制、提升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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