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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甲肝灭活疫苗、3G智能手机芯

片……近年来，来自张江高科技园

区的“智造”格外引人注目。日前，

一份来自浦东新区发改委的《张江

园区企业专利现状及应用情况调

查报告》显示：张江园区众多高科

技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积累了

大量专利，为园区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相应技术领

域具备了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截

至2013年底，张江园区累计专利申

请量已突破4万件。

集成电路成专利主角

今年，上海市知识产权局首次全

面发布了上海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年

度情况。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

的企业中，张江企业共有五家，分别

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

限公司、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和上海宏力半导体

制造有限公司。其中中芯国际以414
件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名列榜首。

近年来，随着集成电路企业的

持续集聚、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的提高，张江园区的专利申请速

度呈高速增长态势，且体现高质量的

发明专利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资料显示，目前，张江园区内

的授权专利主要来自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和软件开发三大行业，2013
年专利授权总量占园区专利授权

总量的八成。

其中集成电路行业增长迅速，45
家拥有专利授权的集成电路企业共有

授权专利1840件，占张江园区授权专

利的六成，其中发明专利占77.2%。

专家认为，对于规模较大、技

术程度较高、专利相对较多的企

业，其专利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自

我保护。由于国际上围绕尖端技术

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大体相近，相关

企业之间难免会有重叠的研究区

域，都可能使用到其他企业已经申

请了专利的改良技术。

“为防止在专利方面出现‘被动

挨打’的局面，张江园区企业也会‘跑

马圈地’般地抢占相关领域形成专利

作为反制手段，进行风险控制，以保

证企业的正常运营。”一位专家表示。

搭建专利转让平台

《调查报告》另显示：张江园区

的专利申请速度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且体现高质量的发明专利比例

也在逐年提高。2011至2013年这三

年，园区专利申请数分别为4433件、

6027件和7988件，每年增速保持在

30%以上。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占

比分别为72.9%、81.3%和83.7%。

但《调查报告》同时指出，张江

园区仍面临专利质量有待提高、专

利成果市场推广难及部分费用负

担较大等问题。

相关专家建议，企业经过长期

的技术积累，会逐步积压一些不涉

及核心技术的、可转让或许可的授

权专利，有关部门可以为企业搭建

更有针对性的专利转让平台。

比如把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和政

府手中的资源调动起来，将优秀专

利技术向园区外、甚至国外转移，也

可协助企业将更多的国外高端技术

引入园区，通过专利许可、交易、质

押融资、股权化等形式，让更多的专

利技术实现应用，形成专利群。

专利成张江企业自我保护“利器”
累计专利申请量已突破4万件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调查队发布相关调

查结果显示，新区融资租赁产业尚

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融资、税负、行

业管理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三大因

素，亟需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之

力突破瓶颈。

融资租赁前景乐观

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作为产

业与金融结合的重要纽带，在上海

尤其是浦东发展迅速，截至今年6月
底，新区共有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

一项目融资租赁公司）248家，比上

年末增加76家，增长44.2%。近期浦

东调查队对新区44家融资租赁企业

开展了重点调查，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21家，包括了远东国际租赁、平安

国际融资租赁、交银和招银金融租

赁等全国排名前十的企业。

调查显示，65.9%的融资租赁企

业对今后两年的行业发展前景持乐观

态度。今年1-6月，59.1%的企业是盈

利状态，且与去年同期相比，34.6%的

企业盈利增幅在30%以上。2014年6
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55.8%的被调查

企业增加了注册资本，超五成企业合

同余额增幅超过100%。

调查显示，56.8%的企业已经在

自贸试验区注册或准备注册，已注册

企业中61.5%已开展或准备开展SPV
（单一项目融资租赁公司）业务。截

至2014年5月底，自贸试验区内共有

融资租赁企业（不含 SPV）111 家，

SPV308家，注册资本293亿元。已经

运作的融资租赁市场（含 SPV）包括

60架飞机、3架直升机、35艘船舶以

及飞机发动机、海洋钻井设备等大型

设备，总资产超过85亿美元。

三大因素制约发展

据调查，目前企业资金的主要

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分别

为 77.3%和 72.7%。究其原因，一是

由于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对于融资

租赁企业而言，债券、股票、基金等

公司常见的融资渠道并未通畅；二

是资本的“趋利性”与“避险性”使少

数金融租赁和大型租赁企业更容易

从银行获得贷款，但对大多数中小

型租赁企业而言，银行的单一项目

审查模式，往往使其背离了融资的

本质，而沦为替客户办理贷款的中

介机构。

受部分传统制造业不景气的影

响，银行为了管控风险，一面严格控

制给融资租赁公司的贷款和授信额

度，一面提高贷款利息，使租赁公司

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而企业境外

融资也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央行

外管局对企业每年可用的外债额度

进行了严格规定，使企业不敢“轻举

妄动”，另一方面境外融资的申报、

审批等流程方面也存在诸多不便。

税负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营改增”将融资租赁企业的

税率从 5%直接提高到 17%，虽然后

来政策针对融资租赁企业进项税的

问题进行了适当调整，但实际操作

上困难重重，企业负担依旧较重。

另外，“86号文”规定“税负（应纳税

额与销售额之比）超过 3%部分即征

即退”，但按照其规定的测算方法，

即使如招银租赁这样的“上海百强

纳税企业”税负依然达不到3%，优惠

政策难以兑现。

监管方面也存在制约因素。目

前国内市场上共有三类融资租赁公

司，其中，金融租赁公司由银监会审

批、监管；中外合资和内资租赁公司

由商务部审批、监管。这种监管部

门的不统一在事实上造成了租赁公

司间的不公平竞争。如银行系租赁

公司出具的保函属于金融机构的保

函，海关直接认可，而商务部监管的

租赁公司出具的保函则被视为一般

企业的承诺。

制度创新可先行先试

针对制约融资租赁企业发展的

融资、税负和管理三大瓶颈问题，浦

东调查队建议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的契机开展先行先试。首

先是建立统一的信用管理平台，建

议比照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在自

贸区建立统一的承租人信用和标的

物数据库。一方面可以帮助融资租

赁企业有效评估客户的信用等级，

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对承租人

进行约束，保障出租人的合法权

益。其次是开拓境外融资渠道，并

明确具体细节。抓住自贸区金融创

新的机会，加快推广人民币跨境使

用，并落实具体操作细则。三是多

部门联动，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建

议效仿天津东疆保税区的部分做

法，在自贸试验区企业准入单一窗

口工作机制的经验基础上，建立集

海关、工商、税务、外管局等多部门

联动的服务体系。遇到问题各部门

可共同协商、灵活处理，避免发生企

业业务转移现象。

三大因素制约融资租赁企业发展
建议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突破瓶颈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市政协组织委员开展年

末考察活动，活动中传出消息，到今

年底，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经营收

入有望突破 5000亿元，从业人员总

数达到 57万人。其中，自贸试验区

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在

线教育则发展迅猛。

自贸试验区已正式启动跨境人

民币支付业务。凡取得互联网支付

业务许可的在沪支付机构，均可从

事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央行对此

实行事后备案和负面清单管理。有

消息称，今年，上海市相关部门正对

标自贸区发展金融信息服务业，发

挥综合自贸区开放的优势，提高金

融信息和数据的集聚度，发展与国

际接轨的财经、证券、保险等大型信

息咨询平台。

业内人士称，互联网这把利剑

还将继续提升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实

力,成为其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

件。

上海在互联网经济领域虽然没

有百度、阿里、腾讯等全领域型企

业，但在行业细分领域的优势已经

开始不断扩大，金融资讯、第三方支

付、P2P网络信贷为主体的互联网金

融，以及网络视听、网络游戏、数字

资讯、大宗商品交易等领域，上海已

在全国形成领跑优势，涌现了一大

批龙头企业，成功运行了一批平台

类信息系统。如目前，国内第三方

支付领域60%左右业务量在上海，代

表企业有汇付天下、快钱、上海银

联、环迅、斯玛特、杉德。

此外，特别是在互联网教育方

面，上海起步较早，目前已拥有相关

企业近50家，年产值约40亿元。

如浦东互联网教育龙头企业

——沪江网目前已积累了7000万注

册用户和 300万学员。“沪江移动学

习生态圈”应用群则刚刚荣获 2014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十大创新应用”

的称号。

相较于其他获奖单位，此次只

有沪江网申报的产品是移动应用

群。对此，沪江网副总裁徐华接受

采访时表示，学习是一件系统的工

程，特别是语言学习，听、说、读、写、

译缺一不可。为此，沪江网本着优质

“微学习”的理念，凭借对用户需求的

精准把控，继PC端布局成熟后，全面

向移动领域进军，打造了一个全方

位、广覆盖的“移动学习生态圈”。

沪互联网今年营收望超5000亿元
自贸区建设成发展契机 在线教育发展迅猛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美敦力和柯惠医疗共

同宣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批准了美敦力对于柯惠医

疗的并购计划。

美敦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奥马尔·伊什拉克表示：“我们

将继续推动对美敦力和柯惠医

疗整合规划的制定，最终将两家

公司糅合在一起。”

据了解，美敦力对柯惠医疗

的并购预计将在2015年初完成，

在此之前还需要通过一些监管

机构的审查和批准。

FTC批准美敦力
并购柯惠医疗

中芯国际专利墙上挂

满了公司成立以来的重要

专利证书。（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司春杰/摄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定

记者日前从上海海关获悉，

自美国亚马逊、1号店等大型成熟

电商入驻上海跨境贸易电商平台

以来，上海口岸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业务量呈大幅增长态势。在过

去三个月中，上海海关单月成交

订单数环比分别增加 7.5 倍、1.8
倍和1.5倍。为此，上海海关积极

推出便利化措施，以满足跨境电

商的通关速度需求。

据介绍，上海海关目前进一

步完善操作规范，在浦东国际机

场综保区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中新

增物控审核端模块，减少出区环

节的人工操作和系统数据传输时

间。同时，针对今年 10月以来，

跨境电商企业商品备案量出现急

剧增长的态势，上海海关从技术

层面入手，及时调整跨境通关系

统商品备案审核模式，实现对待

备案商品高、低风险的自动筛选，

整体备案审核效能提升一倍。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海

关已审核通过备案商品数万余

种，除服装、化妆品、奶粉、保健品

等传统热门商品，新增电子产品、

玩具、厨具等商品。同时，上海海

关已为 55家电商企业、12家物流

仓储企业完成跨境电商备案工

作，业务范围涵盖美国、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跨境网购

热点国家。

海关推便利化措施
满足跨境电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