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定）商品归类是海关最具技术含

量的工作之一，在仔细搭脉企业需

求后，上海海关最新开出了一剂良

方——试点“企业归类先例”模式，

尝试从以往单个商品为单元的归类

指导升级为以企业为单元的解决方

案，帮助建立企业归类先例数据库，

提升归类可预期性，让企业从此告

别归类“偏头痛”。

商品归类事关企
业贸易便利化评级

通过海关的商品归类工作，千

差万别的商品就会和一个个HS商

品编码相对应。对于商品而言，这

个编码就如同国际贸易中的护照号

码，承载着商品的关税和贸易待

遇。是否可以走绿色快速通道，是

否可以享受关税优惠，都和这串数

字相关。

与此同时，在中国海关越来越强

调企业守法自律的背景下，商品归类

还关系到企业在海关的评级水平：在

货物放行后，企业仍可能因为“事前”

的归类错误而面对“事后”补税、移交

缉私等处罚风险，并因为商誉受损而

影响享受贸易便利化的资格。

“一旦商品归类出错，就如同错

拿了别人的护照，不仅进出口会有

麻烦，企业也会因为受到相应的处

罚，进而影响其享受贸易便利化待

遇的资格。”上海海关归类部门的负

责人表示。

位于浦东的跨国企业德尔格医

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有一个优势

产品——医用吊臂。但各国海关对

医疗吊臂的商品编码却不尽相同。

欧盟海关认为医用吊臂是一种具有

独立功能的机器，应按“未列名具有

独立功能的机器”归类；美国海关则

认为这是一种通用的仪器零件，应

按“仪器用其他零件”归类；中国海

关则认为这属于医疗设备，应归入

“医疗家具”项下。

换言之，如果德尔格公司按照

总部所在地欧盟海关提供的“护照”

号码，向中国海关、美国海关申报进

口“医用吊臂”时，就会因为出现身

份认证出错的报警，而企业也会因

为这一归类失误而受到海关的相应

处罚。

德尔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坦言，“我们对于单

个商品对应的税率高低、缴税或者

退税多少并不很敏感，但迫切需要

来自海关最专业的归类技术合规指

导，迫切需要海关‘自报自缴’改革

后消除我们自身可能产生的错误归

类风险，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更好

地享受高资信带来的贸易便利

化。”

率先试点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

感受着企业的迫切需求，上海

海关归类部门的归类专家们也在积

极思考：每家公司经营的进出口商

品都种类繁多、千差万别，以德尔格

公司为例，其内部企业库中就有8万
项商品。面对海量商品，一个个手

把手提供归类指导服务实在忙不过

来，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打消企业

因非主观故意归类犯错而受罚的顾

虑，为合规企业的进出口打造可控

可预期的贸易环境？

今年初，上海海关大胆创新，在

全国率先开展“企业归类先例”模式

试点。这一创新也得到了海关总署

的大力支持。海关总署调动全国归

类专家深入企业，支持上海海关的

“企业归类先例”试点。

“企业归类先例”模式试点将海

关合规管理与企业诚信自律体系结

合，把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单个疑难

商品升级为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归类

管理规则和运行机制。以企业为单

元代替以商品为单元，将海关的指

导从解决单个疑难商品的“点”拓展

到所有进出口商品的“面”上。

目前，在上海海关归类专家的

帮助下，从事医疗设备的德尔格以

及从事显示技术研发的和辉光电两

家试点企业，已经完成了企业归类

先例数据库的主体建设，实现了企

业数据库与海关系统的对接交互。

这意味着，只要在数据库中的商品

归类数据都得到中国海关的认可，

最大程度避免了归类争议，大大提

高企业对于贸易的可预知性。

随着“企业归类先例”试点的不

断推进，受益面还将从试点企业进

一步扩大到其他进出口企业。因

为，在征得试点企业同意后，在海关

指导下产生的权威归类先例数据将

陆续进入海关总署“归类先例辅助

查询系统”，在更广范围内为企业进

出口归类提供案例参考。

上述海关归类部门负责人表

示，“这次归类先例试点，我们首先

从高资信合规企业入手，最终的目

的是通过数据共享形成行业同质辐

射效应，提高广大进出口企业的整

体申报质量和合规管理水平，为打

造可控制可预期的透明、优质贸易

环境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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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上海雅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党建风采巡礼

■本报记者 徐玲

上海雅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5年初，是一家为海内外客商来华

投资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企业，服务内容

包括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际货运代理、

仓储物流服务和贸易咨询服务等。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雅衡与上海中天诚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九仓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中天诚有限公司等共同组成“雅衡-
九仓”服务中心，为ABB、惠普、三菱、三

星、沃尔沃等数百家世界知名企业提供

服务，并赢得一致好评。

雅衡隶属于上海自贸区，在自贸区

综合党委的号召下，在党支部书记兼总

经理邬烈毅的带领下，公司先后在苏州、

深圳、天津、厦门等国内主要口岸及特殊

经济区开设分公司和办事处，并开拓海

外市场，成立韩国、越南公司，让企业真

正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党组织支撑企业飞速发展

雅衡成立之初，公司只有寥寥十几

人，其中有 3名是党员。回忆起创立之

初的那段日子，邬烈毅至今无法忘怀，

“每天都在计算挣了多少钱，是否可以养

活跟着我创业的十几个人。”尽管公司刚

刚创立，面临各种问题，但邬烈毅认为，

为了长远发展，公司必须立即成立党支

部，用党的理想信念来支撑团队在困境

中寻求突破。

邬烈毅敲开了自贸区综合党委办公

室的大门，在上级党委组织的热情指导

下，雅衡建立了党支部。虽然正式党员

不多，但邬烈毅动员员工，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持续多年积极吸纳优秀团员，发展

入党积极分子，在企业内部壮大党组织，

使党员、团员成为企业发展的中流砥

柱。现在，雅衡已经由创立初期的十余

人发展到目前的 300余人，雅衡党支部

正式党员15人，预备党员2人，企业走上

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多年来，雅衡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

体员工牢记党的宗旨，积极参与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党支部密切关注时事和各

项会议精神，用理论结合实际，带领党员

进行学习，提高党员的觉悟和党性修养；

在企业工作中，充分运用党成熟、完整的

思想理论，贯彻到日常行政管理和文化

建设中，联合党政工团开展企业活动，让

党员参与管理，充分提高党员的工作积

极性和荣誉感，在集体内部弘扬正能

量。经过一系列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设，雅衡全体员工爱国爱党，遵纪守法，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的意识得

到了普遍增强，员工的综合素养也得到

了全面提高。雅衡党支部的工作获得了

综合党委的认可，多次获“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党组织加强企业人文关怀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雅衡根据公司

自身情况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成立了精

神文明建设专项小组和社会责任部。这

两个部门联合公司工会和团委，携手持

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将文明建设

理念深入企业内部。

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邬烈毅要

求员工以各项先进指标作为行动的指南

针和炼金石，时刻检验工作中的不足，发

现问题，找出原因，并及时纠错。经过企

业全员的共同努力，雅衡连续获得区

“2011-2012年度文明单位”“2013-2014
年度文明单位”，区“2015年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市级“2016年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及2016年“上海市文明单位”。

在雅衡，社会责任不单单停留在一

次两次的爱心活动上，党支部倡导从关

怀员工、稳定员工关系的角度出发，先做

好身边公益。为关爱和扶持困难员工，

公司成立了“爱心基金会”，长期接受员

工的爱心捐款，用于帮助困难的员工。

江西籍仓库员工李某的老家遭遇暴雨袭

击，造成山体滑坡，房宅被洪水冲塌。“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公司在第一时间发

出募捐倡议，员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

公司成了员工共同的“精神家园”，有效

提高了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忠

诚度，达到了让全体员工舒展身心、丰富

知识和勤勉工作的目标。

不仅在职员工可以得到关爱，就算

是离职员工，雅衡也是他们永远的家。

雅衡每年有一顿“欢迎回家年夜饭”，邀

请的都是已经离开的员工。邬烈毅认

为，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是为社会

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离开依然可以有联

络，党支部倡导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让这个企业“敞开大门结交朋友”，无形

中增加了交流和分享，促进了携手共进。

为落实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关爱

女职工，雅衡在公司办公楼内为孕期女

员工设置休息室。从 2015年起，公司推

出“爱心妈咪小屋”，为哺乳期女员工设

置私密、干净的空间，提供更加温馨、人

性化的服务。

除了爱护员工，雅衡也将一片赤子

之心回报社会。开展“捐资助学、情系教

育”公益活动，与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茶

镇九年义务制学校结对，捐赠了 50套桌

椅以及净水设备、学习用品等。通过公

益活动奉献社会，雅衡不仅为社会创造

更有意义的价值，也熏陶了每位员工，将

“向上、向善”植根到内心。

雅衡党支部将一以贯之，在上级党

委的支持下让更多员工通过支部走向社

会，以共建开展学习，提高集体凝聚力，

继续绽放蓬勃朝气、积极向上的光彩。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

由国家工信部指导、上海市经信委

主办的2018阿里巴巴全球诸神之战

创客大赛上海赛区暨“创客中国”上

海市创新创业大赛与“上海最具投

资潜力 50佳创业企业”评选浦东赛

区互联网组的比赛，在阿里巴巴创

新中心张江基地举行。

记者了解到，共400多个项目报

名参加了本次大赛，经过初选，64个
项目进入了浦东赛区互联网组的比

赛。本次比赛邀请了 9位来自中民

金服、晨晖创投等相关产业领域的

投资专家作为评委。项目选手有15
分钟的时间进行路演及问答，评委

从项目的质量、市场、竞争力、财务

分析、团队管理、带动就业性等方面

为项目进行综合打分。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方面认为，

上海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不断吸引

着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加入创新创业

的大潮，此次进入互联网组比赛的

创新项目涉及的领域就多种多样，

如农业互联网+、幼儿成长行为分析

平台、智链充电平台、智能POS安全

解决方案、产学研+互联网平台、化

工产业链B2B增值服务平台、区块

链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大数据营销

系统、创意短视频全产业链综合服

务平台等。

评委们表示，此次入选的项目

“含金量”都很高，希望能选出优秀

的项目代表上海参加“创客中国”总

决赛。

“诸神之战”全球创客赛是由阿里

巴巴集团发起的面向全球的科技大赛

品牌，被称为创业赛中的“奥运会”。

“诸神之战”创客赛同时在国

际、国内40个赛区开展选拔，上海赛

区10强企业将与海外城市（波士顿、

墨尔本）8强企业，进行城际大赛，角

逐入围“诸神之战”全球总决赛 6席

名额。上海赛区 4强企业将选送参

加“创客中国”总决赛。

据悉，“上海最具投资潜力50佳
创业企业”评选将在专家评审和公

众微信投票的基础上于12月初向社

会公布榜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第11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候选名单揭晓。经专家函评，评审专家委员会会议评审，最终

评选出2位“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候选人、1位“谈家桢生命

科学国际合作奖”、2位“谈家桢临床医学奖”候选人、1位“谈家

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候选人、10位“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候选人。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郜恒骏入

选“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候选名单。

第 11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共收到 88份申请材料，经谈

家桢生命科学奖管理办公室的资格审查，共有88位申请人推荐

材料符合“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申报条件。其中，成就奖申请者

共14人，临床医学奖申请者共13人，产业化奖申请者共7人，创

新奖申请者共54人。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设于2008年，是为了促进我国生命

科学、医学、药学及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促使生物技

术产业的领军人物不断涌现，经国家科技部批准设立的奖项。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2018年上半年形势观察及下半年走势预

测》指出，今年上半年集成电路产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产量849.6亿块，同比增长15%，产业销售额2677.7亿元，同比增长

21.6%，量价齐升带动我国集成电路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

849.6亿块，同比增长 15%。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

产业销售额2677.7亿元，同比增长21.6%。其中，设计业销售额

963.5亿元，同比增长20.2%；制造业销售额741.7亿元，同比增长

26.3%；封测业销售额972.5亿元，同比增长21.6%。

量价齐升下，带动了我国集成电路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8年 1-5月中国进口集成电路 1611.1
亿块，同比增长 15.8%；进口金额 121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8%；出口集成电路 846.6 亿块，同比增长 13.6%；出口金额

310.6亿美元，同比增长34.2%；

同时，制造业加速布局，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中芯国际、三

星、燕东微电子、芯恩、海力士海辰等产线在2018年上半年相继

投资建设。中芯国际 5月份宣布 14纳米FinFET制程已接近研

发完成阶段，预计2019年量产。

该报告还预测，今年下半年，电子信息产业产业规模将继

续高速增长，AI、智能网联汽车、5G、超高清视频等新兴应用领

域将成为半导体市场增长的驱动力。

“诸神之战”创客大赛燃战火
64个项目进入浦东赛区互联网组比赛

上半年我国IC产业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新兴应用将成为半导体市场新动能

第11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候选名单揭晓

上海海关在全国率先启动归类先例试点
为企业打造可预期贸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