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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
冯颖报道：借力“营改增”税收政策
扶持，挂牌刚两年的广东自贸区南
沙新区片区融资租赁业迈上健康发
展的快车道，呈现发展“加速度”。

2015 年 9 月 22 日，渤海一号租
赁南沙 SPV 公司操作的首架以 SPV
模式引进的飞机交付使用，实现了
广州飞机租赁零突破。之后，南沙
飞机融资租赁业发展逐渐加速。截
至今年 3 月份，引进飞机租赁 SPV
项目公司已引进 15 架租赁飞机，资
产金额达到 11.5 亿美元，飞机交付
包括南航、海航等多家公司，并通过
与南方航空、渤海金控、昆仑金租、
交银金租等开展合作，今年已经达
成 23 架飞机的合作意向，金额约 15
亿美元。

飞 机 租 赁 只 是 南 沙 自 贸 片 区

两年来融资租赁业加速发展的一
个 缩 影 。 南 沙 目 前 已 落 户 279 家
融资租赁企业，其中外资租赁公
司 240 家，全部注册资金总额达
820 亿 元 。 截 至 目 前 ， 南 沙 自 贸
区融资租赁企业合同余额 2014 年
底约 90 亿元，2015 年底达到 236
亿元，2016 年已达到 930 亿元，2
年时间增长了 9 倍。其中，资产
规模、合同规模数字双过百亿元
的企业有 2 家。同时，由于融资
租赁业务规模迅速扩大，政府税
收也快速增加。去年南沙自贸片
区融资租赁业税收总量达到 4.8 亿
元 ， 以 年 均 60% 以 上 增 幅 推 进 ，
业务规模在广东三个自贸片区中
最大。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就实现
税收收入达 2.09 亿元，同比增长
97%，增收 1.03 亿元。

“这得益于南沙国税、地税联动
落实国家扶持融资租赁业的各项优
惠政策，做好企业个性化、定制式服
务。”广州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日前
在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融资租
赁税收政策推介会上如此表示。

据介绍，广州南沙开发区国税
局立足南沙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
的“双区叠加”优势，用活全国国地
税合作县级示范区政策，国地税联
动，形成合力。从政策角度和企业
经营实际出发，为企业的经营提出
涉税建议，并建立融资租赁重点项
目预先裁定机制，组建税收政策服
务专家团队，推行重点项目订制式
服务，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为融资
租赁企业测算项目涉税成本，帮助
企业对项目盈利水平提前预判，做
好项目决策。

国税地税联动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南沙自贸区融资租赁发展提速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经
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激发了空
前巨大的金融需求，为银行业务发
展开辟了新的“蓝海”。面对激烈的
竞争、严峻的形势，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顺势而为，积极服务“走出去”
客户群体，不断提升“走出去”业务
发展水平，也尝到了国际化经营转
型的甜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带一
路”沿线项目多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需求量大，工程期限长，融资安
排的落实无疑是项目顺利开工的

“金融地基”。
2016 年 12 月 2 日，沙特水务与

电力集团（ACWA）下属 AL 扎尔卡
公司约旦扎尔卡联合循环电站项目
融资协议正式签约。该项目总投
4.75 亿美元，承包商为山东电建集
团，总融资金额为 3.65 亿美元，由世
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
阿拉伯银行、欧洲阿拉伯银行以及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组建全球银团，建
行北京市分行份额为5000万美元。

该笔业务是建设银行首笔由世
界银行下属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
GA 承保的项目，也是北京市分行首
笔外资股东控股的海外项目融资，
采取由总行战略客户部牵头，境内
外各参与机构协同的工作形式。其

中，北京市分行与吉林省分行共同
组建内部银团，完成了额度申报、贷
款发放等工作；纽约分行完成 MIGA
授信工作；迪拜分行协助贷后管理
工作。因企施策，境内外联动，创新
运用跨境金融产品，我国商业银行
全力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截至 2016 年末，建设银行已经
在 2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及
子公司，共拥有境外各级机构 251
家，形成了遍布全球的机构布局，实
现跨时区、跨地域、多币种、24 小时
不间断金融服务。其中，在“一带一
路”相关的新加坡、越南、俄罗斯、阿
联酋、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均设有
分支机构。

建行北京市分行积极服务“走出去”客户

多维度联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全年减负将在 1 万亿元以上。4 月份国
务院常务会出台了 6 项减税政策，受到
广泛关注，其中多项政策将于 7 月 1 日开
始实施。

组合发力支持“双创”和减负

“此次推出的一揽子减税政策，有利
于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有利于
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邓勇
表示，归纳起来，此次推出的 6 项减税政
策是由“1+4+6”构成的系列减税政策。

据悉，“1”是 1 项增值税简并税率
政策。“4”是4 项新增所得税减税政策，包
括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小微企业范
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
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推广商业健康
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等。

“6”是指 6 项执行到期后今年延续执行
的税收政策，包括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
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有线
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农村金融税收
政策等。

“此次减税新政策聚焦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支持‘双创’以及为企业减负
增效的重要举措。”邓勇表示，6 项减税政
策组合发力，做到了货物和劳务税、所得
税、财产行为税三大类税种的全覆盖，从
种类规模上看，前所未有。

邓勇介绍，6 项减税政策内涵十分丰
富，相关文件对许多关乎纳税人的方面作
了明确说明，便于纳税人精准享受优惠。

比如，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
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不仅涉及创业投
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也涉及初创科
技型企业，相关的条件设定和管理要求
也作了详细规定。

“在创新创业领域，税收通过系统而
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在促进研发投入、

在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张斌说。

不同的政策，申报节点和享受时点
可能不一样，纳税人需高度关注。邓勇
举例，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时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由于小微企业是
按季度预缴，由于一季度预缴期已过，因
此，2017 年 7 月二季度预缴申报时，可以
直接计算享受优惠。2017 年一季度预
缴时应享受未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
缴的企业所得税，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
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简并税率直接惠及民生

为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取消 13%的税率档，改革后形
成 17%、11%、6%三档税率结构。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不论
是契合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减轻实体经
济负担、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还是应对国
际减税竞争，未来一个时期，减税降负将
成为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大方向。

“从国际增值税发展实践来看，为了
实现增值税税收中性的目标，各国逐渐
追求更为简明的增值税税制，简并税率、
减少优惠、拓宽税基已经成为增值税发
展的趋势和主流。”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

税司副司长林枫说。
“简并税率政策对纳税人最直接的

影响就是降低税负,可以有效盘活企业
的现金流，提高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
同时，通过税负转嫁和传导机制，对消费
者也会起到减负作用。”林枫表示。

张斌认为，此次简并税率有利于更
好地发挥增值税公平、中性的税制优势，
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奠定良好的税制环境。

“取消 13%一档税率，税率结构简并
至 17%、11%、6%三档，主要考虑是，13%
税率适用于农产品、图书、报刊、杂志等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化肥、农药、
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天然气等工
业生产资料，取消此档税率并下调至
11%，体现了国家对农业、民生领域的税
收支持。”林枫说。

税优健康险要认准“识别码”

根据新政，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商业
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
将推至全国。“这次推广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主要是为了推
动多层次医疗体系构建、进一步改善人
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邓勇说。

政策规定从 7 月 1 日起，取得工资薪
金、连续性劳务报酬的个人，以及从事个

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业主、
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的承包承租
经营者和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这几
类人群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一年最多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
除 2400元/年（200元/月）。

邓勇提示，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收
优惠是有规定条件的，与现在市场上普
通的商业健康保险有区别，最突出的就
是这个保险在购买时会生成一个特殊的
税优识别码。所以，有没有这个税优识
别码就是能不能享受政策优惠的关键。

一旦购买了这个保险，要尽快把发
票、保险单等凭证交给任职或支付劳务
报酬的单位财务。“对采取核定征税方式
的个体工商户来说，也能享受这个政
策。”邓勇说。

此外，国务院决定扩大享受企业所
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小型
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 万
元提高到 50 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并按 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邓勇表示，本次减半征税政策调整
后，“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以及所从事
的行业等指标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准的
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在 3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的，将成为主要受益群体。

7月1日起，增值税简并税率、税优健康险等政策生效——

减税打出“组合拳”经济再添新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本报讯 记者常艳军报道：河北银监局副局长陈炳
华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银监会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河北银监局引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化解过剩产
能，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实现河北经济发展新旧
动能转换。截至 2017 年一季度末，河北省银行业钢
铁 、 煤 炭 行 业 贷 款 余 额 3394.32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1.19%，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4.27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
产业贷款余额 683.08 亿元，较年初增长 10.78%，高于
各项贷款增速 5.32个百分点。

钢铁煤炭行业是河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产业优势较为突出，但产能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产能过
剩、缺乏竞争力、环境污染等问题。河北银监局督促辖
内银行业机构落实“有扶有控”的差别化信贷政策，深
度参与产能化解。

陈炳华说，在钢铁煤炭行业，目前河北省银行业授
信对象多为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代表的优质大型钢铁企业
集团和省内优质骨干企业。对环评不达标、手续不完善
的问题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一律
不予新增授信业务，存量业务也在逐步压缩退出。在一
季度河北银行业新增的钢铁行业贷款中，用于转型升级
项目的贷款占比达 49.62%。

据了解，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为化解过剩产能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比如，以工
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积极支持河北省钢铁等优势产能

“走出去”，截至一季度末，河北省银行业支持冀企“走
出去”表内外授信规模达 696.82 亿元。以张家口银行
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业机构，为中小型过剩产能企业提供
发展趋势研判、优化财务、转型升级方案等服务，帮助
企业化解转型升级中的实际困难。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河北省钢铁、煤炭行
业不良贷款率为 1.36%，较年初下降 0.06 个百分点，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0.81 个百分点。陈炳华说，在产能
过剩行业风险防控方面，河北银监局出台多项政策措
施，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妥善化解信贷风险，不断完
善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监测台账，跟踪监测、分析
预警省内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变
化和风险状况，并重点关注因产能退出步伐加快带来
的风险问题。

与此同时，河北省银行业还积极对接 《河北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前布局先进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
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领域，为推动河北省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活水”。为鼓励双创融资，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河北省银行业组建和改建科技专营机构、
支行 17 家，累计发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 228.88 亿
元，创新型企业信贷 28.43亿元。

助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河北银行业严格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

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
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龙泉驿区洛带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0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5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12月 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三
峨 街 12、14、16、18、20、22、24、26、28、
30、32、34、36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龙泉驿区旭东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0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6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 07月 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
旭东街 32-34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县
兴义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7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 05月 08日
住所：四川省新津县兴义镇兴盛街 13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市
三郎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8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12月 20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三郎镇达通路 210、
212、214、216、218、220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市
元通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9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12月 20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元通镇涌泉街 79、
81、83、85、87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双流区长顺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0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 05月 0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长
顺路四段 87-11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双流区顺城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7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1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 06月 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顺
城街 2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双流区白家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4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2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 06月 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
黄河南路二段 45-49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双流区永安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3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 05月 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南通
路 104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双流区彭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4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 05月 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教师街
邮电路 14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青白江区石家碾中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5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11月 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石家碾中
路 121号、12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
温江区金马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6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 07月 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金马镇太极
大道 288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顺路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3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0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 03月 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顺路 120
号、120号附 1号、12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坡大
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3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 10月 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坡路 399 号
17栋 1楼 12、13、14、15、16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蛟龙港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2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1月 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蛟
龙大道 53号、55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村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3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 02月 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1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
行金沙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1U25101011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74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04月 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5号、7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抚琴西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1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9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 05月 1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 250
号附 1号、附 2号、附 3号、附 4号 1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2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回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09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9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 10月 09日
住所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金 牛 区 天 龙 大 道
1381 号附 11-16 号、1397、1399、1401、
1403、1405、1407号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6月 0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自贸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7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92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08月 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湖成
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 A 区 1-103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6月 01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机构编码：B0048B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7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 03月 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
号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 18楼单元 1、
7、8、9及 10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24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颐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88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11月 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78、
80号及光华西二路50、52、54、56号底楼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24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
学苑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9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9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 01月 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东路
216号、218号、218号附 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5月 26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