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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京津

冀三地将实施检验检疫一体化新

模式，方案实施后，企业将缩短通

关时间，节约相关成本。

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

长段文仲说，《京津冀检验检疫一

体化实施方案》已报国家质检总

局备案，新模式把“出口直放”和

“进口直通”作为突破。“出口直

放”就是出口货物只需属地一次

验放，口岸不再查验，直接装船登

机；“进口直通”就是进口货物可

以直接到达目的地施检。

据介绍，实行新模式，出口货

物平均每批可缩短物流时间1天

以上，进口货物平均每批可缩短

港口滞留时间 1至 2天。出口直

放免除了出口货物在口岸开箱查

验，按每标箱最低标准计算，每天

可节省装箱费、掏箱费、转站费、

压车费上千元，如果是冷链运输，

还可节省打冷费等。

据介绍，《实施方案》将实施

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 2014年 7月 1日起实施申报无

纸化、通关单无纸化、出口直放，

试点进口直通；第二阶段，从

2015年 1月 1日起全面实施进口

直通；第三阶段，在建立以地方政

府为主导的公共信息平台基础

上，实现单一窗口。

段文仲说，截至目前，河北境

内的 149家出口企业已经在京津

口岸正式实施出口直放。河北以

出口直放模式出口货物 3507批，

货值达2.14亿美元。

据新华社

对大多数人来说，“商业保理”是

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在前海，商业保

理已经成为众多资本涌向的一个新

兴行业。截至9月19日，在前海注册

的商业保理企业达到 389家，与去年

年底的72家相比，增长4倍之多。

商业保理业前景广阔

根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ac⁃
tors Chain International，简称 FCI）
的统计，2013年，中国保理业务量总

规模约 3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量集中

在银行保理业务，商业保理业务总量

虽较2012年增长一倍，也仅达到200
亿元人民币左右。随着国内外经济

形势发展，在买方市场的大环境下，

赊账逐渐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预计

每年我国应收账款总量超过 20万亿

元，未来3-5年商业保理年营业额将

达到 5000 亿元人民币，行业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在亚洲保理公司总经理助理李

昂眼中，中小企业强烈的市场需求催

热了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对于普

通的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担保需

要抵押重资产，这就使许多中小企业

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而发展又急需

资金。李昂表示，商业保理就可以解

决这个难题，通过转让企业的应收账

款，迎合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前海商业保理发展迅猛

2012年12月，商务部出台《关于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深圳市、广

州市试点设立商业保理企业通知》，

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设立外资商业

保理企业，为深圳商业保理行业的发

展打开了大门。

2013 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企业注册门槛

大大降低。民间资本创业热情充分

激发使得商业保理行业迎来发展爆

发期。截至今年 6月底，深圳商业保

理企业总数接近 300家，其中注册在

前海合作区的商业保理企业超过

250 家，企业注册总数全国遥遥领

先，在行业集聚方面具有比较好的先

发优势。

亚洲保理是前海区内注册的首

家保理公司，在 2012 年 10 月成立，

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集供应链融

资、应收账款管理、资信调查与评

估、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综合保

理服务业务。李昂告诉记者，作为

一家港资企业，公司看中的是前海

在跨境贷、双向资金池等方面的无

限想象空间。

“信用是保理业的基础，因此业

务在刚开始开展时很困难，别人甚至

不知道保理是什么。”李昂说，随着市

场体量增大，保理业在前海发展很

快，如今业务已有相当规模。

今年 8月 1日，深圳市地税局专

门针对保理业出台了相关扶持政

策。即在前海注册的商业保理企业，

从事保理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

按照差额税率征税，相应地，从事保

理业务取得的其他收入则要按照全

额进行征税。

据专业人士预测，该项政策将带

来明显效应。除了大幅度降低保理

业营业赋税，短期内在前海形成保理

产业群外，还将充分发挥保理业资金

池的融资功能，发挥产业辐射效应，

有利于在前海打造我国中小企业融

资平台。

归属不明困保理业发展

不过，作为新兴的信用服务业，

商业保理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还

存在不少问题有待完善。

刁隽桓是前海富海融通保理公

司负责人，在他看来，前海保理业目

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归属不明导致的

监管漏洞。

作为新出现的复合型行业，目前

前海商业保理业所属行业边界模糊，

适用税目、税率认定不清。此外，记

者了解到，相比天津、上海对内、外资

全面开放的商业保理试点，深圳的内

资商业保理一直未得到商务部正式

批复，企业在融资、与银行等金融机

构合作等各方面面临诸多不便。因

为没有明确的监管管理办法，业内人

士认为，这在实践中就容易导致一些

企业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

而外资商业保理试点方面，按照

《深圳市外资商业保理试点审批工作

暂行细则》，仅仅针对港澳投资者开

放，还要求上述投资者根据CEPA协

议先取得香港或澳门服务提供者资

格，门槛高、限制多的现状导致国外

一些优质商业保理企业选择落户到

天津或上海。

另外，保理企业门槛过低、应收

账款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行业仲裁

机构缺位、普遍面临人才短缺也困扰

这一新兴产业。

为此，业内人士呼吁，希望有关

部门能及时制定出台深圳市商业保

理管理办法，将前海保理业纳入金融

企业管理范畴，从而规范、引导商业

保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据《深圳都市报》

在日前召开的京津冀税收协作

会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国税、

地税局联合签订京津冀《税收合作

框架协议》，这意味着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再向前迈出

一大步。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力在

于利益分享机制如何破解。其中，

税收就是利益分享的重要方面。”北

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在税收协

作会上表示。

据了解，框架协议明确了9项合

作内容，明确各方要积极参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税收合作，协调区域税

收利益，全面优化三地税收征管、税

收执法、纳税服务、税收科研等方面

合作。

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范坚

表示，“京津冀《税收合作框架协

议》正式签署，标志着三地税务部

门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式确立，并将

确立三地税收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

今年 7 月 15 日，税务总局成立

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由领导小组

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部署和政策措

施，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税收政策、税

收便利化、信息共享交换、涉税争议

协调处理等方面问题。

范坚介绍道，总局成立专门工

作小组，研究提出了京津冀税收管

理服务一体化的具体措施，主要内

容为：统一办税平台，资质互认、征

管互助、信息互通，希望进一步加强

三地税收征管合作，优化区域纳税

合作。

与此同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

研究所成立科研小组，积极研究京

津冀协同发展税收政策；政策法规

司对支持京津冀税收协同发展税收

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初步形成课题

研究报告，梳理协同发展的背景，分

析当前税收政策在促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都

市圈协调发展中的实践，提出税收

政策建议。

在备受社会关注的产业转移对

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机制方面，税

务总局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京津

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

收入的分享办法。目前税务总局正

在组织三地国税、地税局，积极开展

三地产业转移税收收入规模和影响

的调研分析测算。同时，围绕三地

税务部门深化战略合作，京津冀三

地国税、地税局联合开展多次调研，

并开展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税收便

利化、税收政策问题等相关课题的

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

长郭庆旺表示，“长三角、珠三角两

大经济体，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形成

的，市场力量推动作用比较明显。

而京津冀新的区域目标则有所不

同，北京定位是三地协同发展中的

领头雁，是政治、文化、国际交流、科

技创新中心，为全国服务，因此税收

政策的制定上，要上升到国家顶层

设计的层次上。”

据新华社

前沿FRONTIER

京津冀达成税收合作框架
三地间产业转移税收利益分享成焦点

前海商业保理业迅猛发展
业内人士呼吁加强监管

京津冀实现
检验检疫一体化

□黄辰毅 制图

山东省日前出台《关于支持

青岛西海岸新区加快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强化

改革创新引领示范、突出开放合

作辐射带动、推动蓝色经济跨越

发展、加强基础设施保障支撑和

推进青岛西海岸新区（以下简称

“西海岸新区”）治理现代化法治

化5个方面提出20条意见，包括百

余项支持性政策举措。

围绕改革创新，《意见》提出：

优先安排西海岸新区开展国家和

省重大改革试点，支持西海岸新

区在改革创新中先行先试，在转

型升级中率先突破；支持西海岸

新区开展国家和省级新型城镇化

试点、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试点和

规划编制“多规合一”试点；鼓励

民间资本在西海岸新区发起设立

民营银行，争取适当放宽银行外

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西海岸新

区开展土地管理改革综合试点和

建设用地审批改革试点，待国家

批准土地规划评估修改制度后，

支持西海岸新区开展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定期评估和适时修改试点

等。

围绕开放合作，《意见》要求，

西海岸新区要构建开放合作新平

台、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打

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加强与周

边区域合作。其中提出，支持西

海岸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和环

渤海地区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节

点作用，率先构建重大开放合作

平台；支持西海岸新区在深化海

洋服务贸易、提升国际中转功能、

完善航运服务体系等方面先行先

试；支持建设灵山岛生态旅游岛、

竹岔岛文化旅游岛，争取实行旅

游购物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政

策；建立西海岸新区和周边区域

招商引资合作及利益分享机制，

支持省内招商引资项目优先向西

海岸新区集聚，支持西海岸新区

与省内有条件的市县建立“飞地

经济”合作机制等。

围绕蓝色经济，《意见》要求，

西海岸新区要发展蓝色高端新兴

产业、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推动园

区功能升级。

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意见》

要求，西海岸新区要加快重大交

通设施建设、推进能源资源基础

设施建设。其中提出，支持董家

口疏港铁路、青连铁路、青连铁路

与青荣城际铁路连接线、青连铁

路与济青高铁联络线等重大对外

交通设施建设；支持西海岸新区

加快建设沐官岛水库和海水淡化

规模联产项目，全面提高电力供

应保障能力，大力发展分布式用

能和热电联产等。

另外，围绕治理现代化法治

化，《意见》要求，西海岸新区要创

新行政管理体制、落实省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创新用人机制、创

新社会治理、建立省级议事协调

机制。其中提出，尽快研究出台

西海岸新区管理条例，按照“大部

门、扁平化”原则设置工作机构，

在董家口经济区等经济功能区探

索实施“法定机构”管理模式；全

面研究梳理财税、金融、土地、规

划、海域、城建、环保、林业、教育、

卫生等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允许

西海岸新区编制在总额内自主动

态调整，部分公务员岗位试行聘

任制，部分事业单位试行职员制；

支持西海岸新区创建社会治理服

务创新试验区等 。

据《半岛都市报》

山东省百余举措
助力西海岸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