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位于临港产业区物流园区的宝马上海新零件配送

中心正式投用，系该集团在亚洲最大的零件配送中心。除满

足宝马东区经销商的需求外，新配送中心还可处理来自全国

范围内经销商的紧急订单需求，可实现在24小时内完成供货。

据悉，宝马此前通过第三方供应商使用临港产业物流园

区内的设施，此次投入使用的新零件配送中心为定制项目，

规划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将为中国市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提供包括 BMW 汽车及摩托车配件、BMW 附件和 BMW
Lifestyle等产品的配送服务。该中心采用单层库房，层高经

过特别设计，可提供充足的存储空间。同时，优化的流程、物

流管理体系可使其运营效率最高提升20%。

宝马方面表示，新零件配送中心的成立，将有助于促进

宝马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络的发展，满足中国客户日益多

样化的售后服务需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宝马集团在中国拥有四大零件配送中

心，分别位于上海、北京、佛山和成都。2014年数据资料显

示，四大配送中心处理经销商订单数量超过500万，其中逾四

成由上海配送中心完成。此外，为了满足东北地区快速增长

的客户需求，宝马在中国的第五家零件配送中心将落户沈

阳。目前该中心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一季度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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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谷平台 孵化器融入张江“投贷孵”一体化系统

张江形成服务创新创业最强“团队”
宝马亚洲最大零件配送中心
落户临港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
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就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
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
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前款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

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
法） 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小型微
利企业。

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第 （一） 项和第
（二）项所称从业人数，包括与企
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
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
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
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
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
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
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
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上述计算方法自2015年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若 干 问 题 的 通 知 》（财 税
〔2009〕69号） 第七条同时停止
执行。

三、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
密切配合，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
定，抓紧做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落实工作。同时，要
及时跟踪、了解优惠政策的执行
情况，对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反
映，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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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对接国家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围绕研制

和发展大型客机项目的目标，深化

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战略合作关系，

构建校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长效

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商飞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合作协议》

和《科研合作推进协议》。按照协

议，双方将围绕发展大型客机项目

的目标，进一步在科技研发、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推进

落实战略合作，加强双方协同创新，

提升中国商飞公司的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水平。

未来，双方将围绕民用飞机领域

的研发、产业化和运营支持，针对客

机、中远程宽体客机、新型支线飞机、

C919系列大型客机和ARJ21-700系

列支线飞机等具体项目，共同开展新

原理、新技术、新工艺等研究，并联合

申报和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双方还

将申报“2011 协同创新平台”，开展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

新能力平台建设，推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推广应用。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金壮龙指出，大型飞机项目是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

重大专项之一，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国商飞公司

则是我国实施大型飞机专项中大型

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

和支线飞机，更是促进我国民用飞机

产业化的主要载体。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

表示，上海交大作为我国第一个设立

航空专业的大学，希望双方进一步深

化合作，为我国培育出更多更出色的

航空工程人才，在上海市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中心”大背

景下，为国家大飞机事业作出更大的

贡献。

据了解，2008 年随着国家重大

专项“大型客机项目”落户上海，中国

商飞公司和上海交大就签署了第一

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人员互聘、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合作与交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近日，华领医药宣布，正式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递交了新机制2型糖尿病创新药——第四代葡糖激酶

激活剂HMS5552的临床研究申请。

华领医药坐落于浦东张江，重点在研发具有临床差异性

创新药。第四代葡糖激酶激活剂HMS5552对2型糖尿病患者

具有显著的血糖24小时调控能力，并具有极低的低血糖风险。

据悉，华领医药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在中国开展 II期临床

研究，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展联合用药可行性的 I期临床研究。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2015年浦软孵化器企业年度交流会在浦软大厦举

行。70余家苗圃团队、孵化企业、加速企业的代表，以及复旦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老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浦软孵化器特别为各企业介绍了 2015年着重打造的几

项创业服务：提高企业负责人综合能力的“创业营”、让企业

私密解决创业难题的“私董会”以及提供大量用人资源的“校

企合作计划”。2015年，浦软孵化器将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不

断招募创业导师来到创业营、聘请教练加入私董会、吸纳各

家高校进行合作，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

在会上，有三家孵化企业做了 2015年的新产品介绍：智

位机器人的创始人叶琛介绍了该公司最新研发的 3D 打印

机，墅假网络的创始人边浩介绍了公司的高端旅游别墅度假

产品，小艾快跑的创始人李康介绍了公司最新“约跑”类健康

跑步App。而优秀毕业企业代表天天果园的CFO汪琰珺、七

牛云存储的合伙人杜江华则分别讲述了这两家公司在创业

路上的经验，着重分享了企业融资、团队搭建上经验。

浦软孵化器举行
2015年度企业交流会

华领医药糖尿病创新药
向美FDA申请临床研究

中国商飞与上海交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大型客机项目 构建校企产学研用相结合机制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张江投贷孵一体化

平台了解到，在张江集团的统一部

署下，上海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

有限公司（下称“张江药谷平台”）和

上海张江企业孵化器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张江孵化器”）均纳入了

张江投贷孵一体化平台。这意味

着，张江创新企业在创业道路上遇

到的缺乏资金和专业服务的困难，

将被解决。

目前整个张江投贷孵平台管理

超过 40亿元资产规模，拥有超过 16
万平方米的创业空间，积累超过

1000 家企业客户，近 90 名从业人

员，成为了张江服务创新创业要素

最集中、团队力量最雄厚的平台之

一。

专业服务已成规模

日前，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组

织召开的“2015年上海市科技创新创

业服务站会议”上，张江集团投贷孵一

体化平台所属的张江药谷平台和张江

孵化器双双获得“2014年度上海市科

技创新创业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这两家服务机构，在张江这片创

业热土上，可谓“赫赫有名”。张江药

谷平台作为浦东新区唯一的生物医

药的专业孵化器，成立十年来，通过

产业生态环境的集聚、专业服务的支

撑、创新文化的营造，悉心培育着一

颗颗珍贵的创业“种子”，超过160家

创业企业从这里毕业走出，进入快速

发展轨道。

而张江孵化器建立了以“创业苗

圃+创业工坊+加速器”为特点的全

程孵化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

阶段，张江孵化器还提供针对性的阶

梯式“贴身顾问”服务，帮助企业突破

发展中的各类瓶颈，提高张江园区孵

化企业的普遍成功率。

同时匹配“创业圈子服务”，在帮

助企业获得有益信息的同时，形成一

种创业微生态，加强企业对张江的归

属感以及企业间交流互动的氛围。

全程孵化模式、“贴身顾问”服务以及

“创业圈子服务”，三者构建起了三维

式的特色孵化模式。

在专业服务日渐成熟的同时，

张江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创

业企业“痛点”，顺应不断变化的创

业企业发展需求和打造科创中心新

要求。在此背景下，张江投贷孵一

体化平台宣告成立，并率先将成熟

机构——张江药谷平台及张江孵化

器纳入其中。

弥补孵化器天使投资功能

以往，张江药谷平台和张江孵化

器都遇到过这样一个难题：服务的企

业中有很多好的项目，但由于缺乏天

使投资功能，无法直接助力企业快速

成长。而这一问题，在融入“投贷孵”

一体化后，将被破解。

目前整个张江投贷孵平台管

理超过 40 亿元资产规模，张江投贷

孵一体化平台方面表示，今后，将

着力弥补现有孵化器缺乏的天使

投资功能，特别是发挥张江集团作

为国资投资主体以及早期引导基

金的作用，用政府资本撬动社会资

本，以小钱引大钱，促进“市场之

手”动起来。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

早期投资留住产业链条节点上优质

企业，也可以避免创业企业一旦毕

业就离开的尴尬局面，以这些早期

投资的项目为核心寻找、引入上下

游合作企业，为投贷孵一体化平台

的良性、长效互动形成优质项目的

叠加效应，凸显科技金融的活力。

“我们将立足E产业、医产业，强

化对未来技术、产业的投资和系统布

局，让张江的高端成果、人才、项目能

够在张江生根、开花，形成产业爆发

点，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吸引更多、更优质的产业创新要素集

聚，力求突破创新成果进入生产生活

的“最后一公里”。”张江投贷孵一体

化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张江药谷平台和张江孵

化器将担当发现优质种子的“眼睛”

和培育潜力幼苗的“园丁”，为从天

使到 PE 的全投资链输送有价值的

项目，进而推动张江创新创业环境

的改善。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2015 年上海车展将于下周一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开

幕。记者了解到，本届车展将有 1343辆参展车辆，包括概念

车 47辆，全球首发车 109辆，亚洲首发车 44辆。上海通用汽

车旗下三大品牌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将携43款车型亮相1
号主展馆，系史上最强参展阵容。

据介绍，别克展台的看点当属全球首发的别克Verano和

国内首发的别克Avenir概念车。前者是别克品牌进一步加

码中级车市场布局的又一款战略车型；后者则是在年初北美

车展亮相后，首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雪佛兰品牌将携旗下16款展车亮相上海车展，由泛亚研

发中心主导设计的雪佛兰FNR探索电动概念车将会全球首

发，探索自动驾驶、瞳孔识别启动、手势控制、无线充电、智能

机器人控制中心等多项功能。

凯迪拉克的全系 11款车型则将分别位于上海通用的 1
号主展馆和豪车展馆，最重量级的车型为亚太首发的高档豪

华轿车凯迪拉克CT6。而凯迪拉克ATS长轴版、XTS、SRX
等热销车型也都将一一亮相。

上海通用汽车多款
全球首发车将亮相上海车展

张江药谷平台是浦东唯一的生物医药的专业孵化器。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