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融 天 下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深化铁海联运

连接“一带一路”

湛江国税服务企业掘金
“一带一路”
——

中欧（厦门）班列合力
“安智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近 日 ，一 列 满 载 38 个 标 箱 、货 值
3124.6 万元人民币的中欧（厦门）班列从
海沧货运站出发，前往波兰罗兹，这标志
着中欧
“安智贸”
首条铁路专列正式启动。
“货物刚经海关放行登上班列，相关
信息就已经通过数据交换系统传送到了
波兰海关，中国海关查验过的货物，波兰
海关原则上不再查验，这趟绵延 1.2 万
多公里的班列能够快速实现中欧海关数
据交换、监管互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
的。”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鲁澎兴奋地说。
作为全国首条加入中欧“安智贸”项
目的铁路航线，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试
运行以来出口货值已超千万美元。截至
目前，累计发运“安智贸”项下出口集装
箱 131 个，总货值 1699.65 万美元，主要
货物为“安智贸”试点企业冠捷显示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出口波兰的液晶显示面
板等。
如今，中欧（厦门）班列正在为福建
及周边地区企业，乃至台湾及东南亚地
区搭建起一条欧洲贸易的绿色通道，厦
门正在成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海陆交
通枢纽。

智能“护航”，建立安
全便利国际运输链
“安智贸”项目全称“中欧安全智能
贸易航线试点计划”，是全球第一个全面
实施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
利标准框架》的国际合作项目，通过中欧
海关以及海关与企业间合作，实现对集
装箱及箱内货物的全程监控，建立安全、
便利、智能化的国际贸易运输链。
“‘安智贸’项目此前更多应用于海
运领域，目前已覆盖中欧 10 国的 25 个
港口，此次中欧（厦门）班列的加入，正式
成为该项目从海运向铁路延伸的里程
碑。”厦门海关通关监管处南智慧说。
对于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来说，也有
一定的门槛，须具有稳定的对欧进出口
业务和相对固定的欧方贸易伙伴，原则

上应为经中方海关认定的高级认证企
业。经任意一国海关提名，并由对方海
关确认后，企业便可参与该项目。
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正是
作为该项目试点企业获得了国际认可。
“能够加入‘安智贸’项目，是对企业信誉
的充分认可。如今,货物不仅可在厦门
快 速 通 关 ，在 欧 洲 的 通 关 效 率 也 提 高
了。”刘鲁澎说。
据厦门海关方面介绍，
企业成功加入
“安智贸”项目后将在中欧海关获得三大
便利：一是监管互认，出口国对货物实施
查验的，进口国原则上不再实施查验，节
省了企业通关成本，
提高了物流全链条通
关时效；二是优先通关，有“安智贸”标识
的货物可优先办理海关手续，
便捷企业通
关；
三是降低由恐怖主义事件引发的全球
供应链中断风险，并且一旦恐怖事件发
生，能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贸易，
并给参与企业一定的经济优势。

薛志伟

地区，并推进与东盟国家物流对接，将海
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2016 年 10 月，厦门作为枢纽节点列入
国 家《中 欧 班 列 建 设 发 展 规 划（20162020 年）》，获海关总署支持开始筹划建
设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并开通德国纽伦堡
和荷兰蒂尔堡 2 个新的终点站；2016 年
12 月，厦门被列入“中欧安全智能贸易
航线试点”计划，成为中欧“安智贸”计划
的首条铁路线试点。
身为口岸监管部门，厦门海关积极
营造良好通关环境，协调沿线口岸海关
采取便捷转关模式，为班列提供“一次报
关、一次查验、全线放行”的便利通关举
措；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
优势，不断精简企业申报与查验手续；有
针对性地推出“拆拼箱”业务，满足中小
企业小批量、多批次进出口的个性需求。

激活市场，打造“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大通道

线 路 升 温 ，铁 路 首 次
成第二大出口运输方式
在位于厦门海沧的中欧（厦门）班列
转关中心，记者看到这里集装箱林立，拖
车、叉车、吊车忙碌地穿梭其间。作为全
国自贸试验区开出的首条中欧班列，它
正在搭建起一条厦门连接国际的物流大
通道。
自2015年8月份运营以来，
该班列即
深受市场青睐，
截至2017年3月1日，
累计
发运 116 列，
共 3066 大柜（6132 标箱），
货
值16.8922亿元。正是得益于班列的迅猛
发展，
2016年厦门对波兰的铁路运输出口
货值增加了10倍，
铁路运输首次超过空运
成为厦门第二大出口运输方式。
从集装箱揽货、物流运输、出口拼
箱、通关报检、加装关锁、吊装上车直到
班列的顺利“远征”，一个个看似简单的
步骤，背后是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
统筹协调，分工协作。
一年半时间里，中欧（厦门）班列在
厦门各级各部门配合之下运营不断提
升。2015 年，班列班次从最初的一周一
班，增加到每周二班、三班；2016 年初，
中欧（厦门）开展“私人定制”服务，
“冠捷
专列”从厦门直达波兰工厂；2016 年 4
月，班列通过海铁联运延伸至我国台湾

“随着俄罗斯莫斯科线路测试结束，
在原有波兰罗兹、德国纽伦堡、荷兰蒂尔
堡的基础上，将于今年新开通直达俄罗
斯莫斯科的线路。”中欧（厦门）班列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屹信心满满，今年

班列计划发运 90 列、4000 大柜（8000
标箱），预计货值将突破 40 亿元。
此外，厦门也将在总结台湾货物通
过海铁联运方式搭乘班列成功经验基础
上，积极筹划东南亚线路。
“ 在我国目前
开通中欧班列的 12 个城市中，厦门成为
惟一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
路’的联结点，未来我们将着力把班列延
伸至东盟十国，构建对接东南亚的大平
台。”邢屹说。
漳州车务段段长吴成忠介绍，厦门
至罗兹中欧班列开行之初，货源基本以
福建省内货物为主。自去年 2 月份开
始，班列正式自台湾组货，通过海铁联运
方式将台湾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
如今，货源地已经覆盖福建、广东、江西、
浙江、台湾等地。
此外，记者从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了解到，下一步，该班列将继续争取政
策支持，加强双向货源的组织，加大
“走出去”宣传推介，推进软硬件建
设，优化服务，提质增效，扩大中欧
（厦门） 班列运营规模，预计 2017 年运
行列数增长 34.8%。深耕“海上丝绸之
路”，大力发展海铁联运，提升国家物
流新通道的竞争力，打造“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大通道。

洋老板点赞中国纳税服务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仅仅 5 天，一笔 339 万元、出口埃及的机械设备退税就审
批完毕并已到账；一个纳税服务团队主动上门宣讲涉外投资
税收政策，并带来一套量身定做的中东投资税收风险防范机
制，诸多税收难题迎刃而解……近日，来自约旦、负责埃及
Ghalyoun Lake 项目建设的广东恒兴集团国际业务部总经
理张东健，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连声点赞：
“有税务部门的支持，
我们更有信心融入‘一带一路’，拓展发展空间。”
据悉，Ghalyoun Lake 海水养殖产业链工业园项目是
埃及政府承诺的“民心工程”。为此，埃及政府全球选贤，最终
选定与广东恒兴集团合作。精通多国语言和国际营销的约旦
人张东健，则被恒兴集团招至麾下并担负重任。
不到半年，一座占地 1230 公顷、融鱼虾养殖、饲料生产和
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工业园在尼罗河畔崛起。然而，正当恒兴
集团着手从中国组织出口相关机械设备时却遇到了一系列涉
税问题：出口机械设备如何申请退税、境外承建项目会有什么
涉税风险、如何避免双重征税等。
“请尽快收集报关单，做好发票认证，整理好退税资料，我
们会加快审批，全力支持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原来，湛江
市国税局从广东省国税局建立的“一带一路”服务系统中获知
恒兴集团的业务需求，于是立即成立专责服务团队，启动“面
对面”服务机制。随后，两级国税部门通力合作，及时为恒兴
集团审批了 6 笔共 1166 万元出口退税，为埃及项目建设资金
添柴加火。同时，在税务部门“贴身式”指导和帮助下，恒兴集
团的财务团队很快就掌握了有关涉税业务操作。
“我们建设的埃及项目，引起了中东国家的关注，特别是
科威特很有兴趣，我们在税收操作上又该如何应对？”面对企
业的新问题，两级国税部门马上组织业务骨干，集中研究中东
税收政策和相关税收协定，不到十天就拿出了一套专门针对
恒兴集团投资中东国家的涉税风险防控方案。
“ 这套方案，对
我们拓展海外市场太有帮助了，恒兴集团一定能建功‘一带一
路’。”张东健高兴地说。

陕西省“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网站上线

厦门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对搭乘“安智贸”专列的集装箱进行查验。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青岛保税港区布局“一带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陕西省“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
大数据平台服务网站上线仪式日前在国家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举行。
作为全球领先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中译语通
此次与秦汉新城管委会共同成立的中译语通科技（陕西）有限
公司将为此平台提供技术支撑，向陕西省各界开放其全球领
先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 40 余年
积累的亿万级语言大数据与服务经验。未来，中译语通将通
过此平台为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面语言服务与大数
据分析服务，促进陕西与新欧亚大陆国家更广、更深、更紧密
的合作。
项目正式启动后，秦汉新城将充分利用新城的政策和资
源优势，结合新丝路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大数据、云平台的
优势力量，将陕西省“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数据平台迅速
搭建起来，高效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该项目将成为西
咸新区服务贸易的重要突破点，引导服务贸易大发展。

国开行厦门分行加强对口印尼业务

一路”自贸驿站服务链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日前，青岛
前湾保税港区与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签
订《
“ 一 带 一 路 ”自 贸 驿 站 合 作 框 架 协
议》，标志着青岛前湾保税港区“一带一
路自贸驿站”在华中地区增添新驿站。
据悉，双方就成立“一带一路自贸驿
站”发展基金、建立联合投融资平台达成
共识，并将以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政
府推动等方式合作实施开发建设；搭建
以人才、信息、培训、金融、物流、运输、生
产、市场、海关、国检、报关、报检等为主
的“自贸驿站”互联网服务平台，为企业
建立线上合作和交流平台。
目前，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已与黑龙
江齐齐哈尔等 9 个国际口岸城市和内陆
节点城市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并在伊
朗布局了首个海外自贸驿站，初步形成
了“一带一路自贸驿站”服务链。
右图 图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
张进刚摄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日前从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分行召开
的 2017 年度国际业务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 年，该行主动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卓有成效地推进境外“三个全覆盖”，累计
支持印尼项目 23 个，发放外币贷款 16.9 亿美元，在印尼中资
银行排名第一。
国开行厦门分行行长杨爱武介绍，作为国开行指定对口
印尼国际业务的分行，过去一年中，该行着力推进覆盖印尼主
要中资企业、覆盖各省企业开拓印尼业务、覆盖印尼当地重要
客户等“三个全覆盖”，当年实现覆盖中印尼企业近 300 家。
在该行全力推动下，一批重大项目顺利落地。该行在印
尼电力、通讯、矿产、造纸、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金融等领域加
大支持力度，支持青山集团建设全球单体规模最大、产业链最
长、技术最先进的不锈钢生产集群，支持金光集团 OKI 最大
单线纸浆生产线建设，支持首单“走出去”高铁项目——雅万
高铁正式开工建设。此外，该行还着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牵线搭桥，助力福建三安 LED 照明产品登陆印尼市场，协助
国贸股份在印尼寻求一手煤炭供应商，支持象屿集团赴印尼
开展镍铁冶炼合作，融资支持中国内地首个在境外设立分校
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国际贸易全国领先

不惧无稽之谈 推进中非合作
郭

近日，一条新闻在非洲广泛传播。
在 肯 尼 亚 刚 刚 举 行 的“ 共 赢 2017——
肯中经济形势论坛”上，标准银行经济
学家杰里米·史蒂文斯面对所有来宾说
了这么一段话：
“据我们机构测算，中国
在非洲承接的项目数量排第七位，在创
造就业方面，中国在非洲创造的就业岗
位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这是大家都没
有想到的。”
确实没想到，因为在某些“中立”的
西方媒体和活跃的非洲“民间 NGO”看
来，
“中国公司不雇佣当地劳动力”
，
一直
是中国在非洲
“搞新殖民主义”
的
“罪证”
之一。
与之相伴的还有
“中国人只知道赚

钱、掠夺当地资源、不注重企业公共形
象、
污染环境”
……种种道听途说甚至异
想天开的“帽子”与“污水”，都指向在非
洲勤勤恳恳、规范运营的中国企业和中
国项目。
这是居心叵测还是天真无知，
人
们自然心里有本账，特别是非洲各国的
政府和人民心里都有本清楚的账。
在笔者常驻的塞内加尔，每年都会
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基建项目或隆重
开工，或顺利竣工。高速公路、体育场、
医院、博物馆、乡村打井、学校……所有
这些项目，无一不是中国企业与非洲工
人一起努力奋斗的成果。除此之外，笔
者也有幸造访过西非、北非、东非的一
些国家，机场、铁路、码头、水电站、桥梁
……太多的中国建设、中国项目在当地
都会被冠以“总统工程”的美名，受到举
国关注和期望。不管是项目设计，还是
施工建设、后期维护保养，从未见过或

凯
听说任何一个项目只雇用中国工人和
技术人员而不让当地人参与。笔者也
就很难理解一些人口中“中国人不雇用
当地工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中国企业千里迢迢来到非洲，克服
种种困难，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他们承担的不是单纯一、两个
项目，不是单单为了企业创收，而是肩
负着发展中非友谊的重任，是中国人在
非洲留下的印记。正如坦赞铁路建成多
年仍被人们牢牢记在心里，是因为那不
是中国人自己造的铁路，而是中非人民
携手建造的铁路。非洲国家需要更多优
质基建项目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也需
要这些项目拉动就业，培养更多技术人
才，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储备种子和力
量。在这种环境下，不为当地创造就业，
中国企业是不可能在非洲生存下去的。
从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态势看，本土

化、国际化已经成为主流。非洲地域广
大，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项目差别都
很大，不存在照搬国内经验的可能性。
当地有能力、善沟通的技术人员是每个
在非项目巨大的财富，发现一个必然就
会重点培养。很多中国企业每年都会专
门送非洲员工到中国国内接受培训。在
非洲，一家里的兄弟姐妹同在一家中国
公司工作早已不是稀罕事，而是大有人
在。另外，从工程成本角度看，一个项目
少则几百人，大的项目用工成千上万
人，全从中国国内招雇在经济上也是不
可能的。所以，
“中国公司不雇佣当地劳
动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中非合
作不断深入，某些令人不愉快的奇谈怪
论也会不时作响。但是，公道自在人
心，谁是非洲人民真正的朋友，谁对非
洲发展作出贡献，历史会作出评判。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来自上海自贸区的最新消息，
2016 年自贸区保税区域进出口额 7837 亿元，增长 5.9%，占上
海比重从挂牌前的 25.7%提高到 27.3%。挂牌 3 年来，上海自
贸区保税区域国际贸易在全国和上海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在
全国外贸进出口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实现年均增长 4%，比全国
和上海分别高约 6 个和 3 个百分点。
据了解，上海自贸区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和对外
投资备案管理，2016 年全年完成外资企业新设备案 1561 家，
实到外资 2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完成境外投资新设备
案 492 个，中方对外投资额 195.9 亿美元，成为企业“走出去”
重要平台。此外，上海自贸区前后两批 54 项开放措施推出以
来，已有超过 1700 个项目落地，对外开放度显著增强。
保税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上海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支撑上海外贸逆势上扬，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规模
不断扩大，洋山保税港区通关服务中心、综合查验场站和外高
桥保税区、浦东机场综保区关检“三个一”等贸易便利化配套
设施和系统建设有序推进。
自贸区保税区域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2016 年跨境
人民币结算额占上海总额的 51%，累计 91 家企业参与跨国公
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保税区域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也不断完善，与 78 个监管和服务部门对接，形成常态化交换
机制，应用功能不断拓展，在保税区域信用服务平台平稳运行
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建成以标准化为核心的综
合审批系统，审批事项平均办理时间比法定时限缩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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