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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在日前召开的“财富管
理与发展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浙商银
行发布报告 《钱去哪了：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向和机
制》 显示，当前财富管理行业的资金流向总体上以支持
实体经济为主。截至 2016 年末，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占
比 28.40%，在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累计 29 万亿
元，其中有超过 70%的资金投向了实体经济。银行财
富管理业务通过投资债券、债权、股权等类资产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建设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报告作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分析认为，财富管理行业要健康
发展，根本在于服务实体经济。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财富管理业应该通过提供多层次、多样化、风险收益匹
配的理财产品，为居民和企业实现财富保值增值；二是
财富管理业应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发展最需要的
领域。

“银行更应该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中找准定位，
以安全资产投资为主，寻找契合客户财富管理、配置、
传承以及保值服务需求的资产，杜绝多层次嵌套、高杠
杆的高风险资产，严禁监管套利、资金套利与空转。引
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形成银行财富管理与多层次资本
市场发展的双赢格局。”在论坛上，浙商银行行长刘晓
春从多方面指出金融创新应以实体经济为纲，而不是通
过所谓的创新去躲避监管。

有报告显示：

银行理财超七成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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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发票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专家认为专家认为，，电子发票的应用以及大数据电子发票的应用以及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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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发票试点推行几年来，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发
文部署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推行工作，并确定电商、电信、金融、快
递、公用事业等重点推广领域。

电子发票和传统的纸质发票有何区
别？会对纳税人和消费者产生什么影响？
下一步如何推广电子发票？就有关问题，
记者采访了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司有关
负责人及专家学者。

已开具 7 亿多份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
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
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数据
电文形式的收付款凭证。”税务总局货劳
司有关负责人说。

电子发票包括两类关键信息：一是
发票内容，起到多维度记录交易明细信
息，以及发票各关系方对交易行为和结
果记录及承诺的作用；二是发票版式文
件，直观可视，不依赖特定的信息系统可
以独立展示。

我国推广电子发票经历了一个渐进
的过程。从 2012年 8月份起，税务总局会
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在 10 多个中心
城市开展了电子发票试点。为进一步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现代化建设需
要，税务总局在增值税发票新系统中实
现了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功能，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在北京、上海、浙江和深圳
开展了试点工作。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
起，全面推行通过增值税发票系统开具
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行情况总
体比较顺利，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 9
万多户纳税人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
统开具了 7 亿多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票。目前三大电信公司已基本能够开具
全国范围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税务总
局货劳司有关负责人说。

电子发票的应用，在中国国际税收
研究会近日召开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一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引起了专家们
的热议。“科技对增值税未来影响巨大，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考虑电子发票的问
题。”毕马威合伙人王磊说。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为，电
子发票是我国税收管理的一个重大突
破。“电子发票的应用以及大数据的推
行，可全面提升中国税收治理能力和中
国政府的管理能力。”胡怡建说。

与纸质发票相比优势明显

税务总局在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行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
出，推行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
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对降低纳税
人经营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方便纳税人
发票使用，营造健康公平的税收环境起
到了重要作用。

电子发票与传统发票的区别主要有
两点:一是从传统的物理介质发展为数
据电文形式，二是打破了纸质发票作为
会计记账凭证的传统，具备了发票会计
档案电子记账的条件。

“电子发票具有实时性、交互性、
低成本、易储存等多方面优势，通过增
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的电子发票，
与税务机关监制的纸质发票具有相同的
法律效力。”税务总局货劳司有关负责
人说。

2015 年 11 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了《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
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
公告》,自 2015 年 12 月份起全面推行通
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

“我们一年 16 亿个实物包裹，开出
发票超过 16 亿张。”京东集团副总裁蔡
磊认为，电子发票促进了企业节约成本、
提升经营效益，同时还促进了国家信息
管税。此前，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在税务总局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座
谈会上建议，全面推广电子发票等税务
管理服务创新举措。

电子发票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其优点很多，在推广初期之所以主要在
电商领域试行，主要是因为电商开票量
大，打印机、人员、保管等成本高，对使用
电子发票有较为迫切的需求。对消费者
来说，电子发票可以省去保管的麻烦，而
且和纸质发票一样可以作为报销、售后
服务、维权等的凭证。

电商电信等行业将重点推广

据悉，目前一些企业、单位对电子
发票的报销制度尚不完善，很多企业、
单位即便试行了电算化管理，但企业、
单位负责人受传统理念影响，“不见纸
票不放心”，在处理财务报销时延续之
前的老路，仍然需要提供纸质发票佐
证，导致很多使用方不得不去打印纸质
发票，存在电子发票开票成本转移到消
费者的情况，导致电子发票的优势无法
体现。

为此，《指导意见》明确，购买方向开
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纳税人当场索
取纸质普通发票的，纳税人应当免费提
供电子发票版式文件打印服务。对于拒
绝提供免费打印服务或者纸质发票的，
主管国税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实际上，此前税务总局发布的相关
公告就已明确，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

开票方和受票方,如果需要纸质发票,可
以自行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此次进一步规定“纳税人应当免费
提供电子发票版式文件打印服务”，主要
是针对一些受票方（消费者）对纸质发票
的现实需求。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国税机关要
进一步简化税控专用设备发行流程，及
时为使用电子发票的纳税人或其书面委
托的单位办理税控专用设备发行，提高
办税效率。

《指导意见》提出，各地国税机关要

认真总结前期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的情况，做好分析评估工作，坚持问题导
向原则，重点在电商、电信、金融、快递、
公用事业等有特殊需求的纳税人中推行
使用电子发票。

“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财务会计电
算化的深入发展运用，电子发票迎来了
快速发展机遇。”税务总局货劳司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
电子发票制度建设，并积极研究制定电
子发票相关技术标准，以保障电子发票
的顺利推行。

截至去年底，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已开具7亿多份——

电子发票提升我国税收治理能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电子发票基础服务主要指通过电
子 发 票 第 三 方 平 台 实 现 的 开 具 、 归
集、报销等服务。目前，我国对于电
子发票的收费模式尚未确定。不过，
可以参照中国台湾的数据来推算基础
服务市场空间。

中国台湾是亚太地区电子发票的
领跑者，2014 年台湾电子发票年开票
量 约 40 亿 张 ， 其 GDP 约 5300 亿 美
元；大陆 2014 年 GDP 约为 10 万亿美

元，是台湾的 19 倍，按照比例计算，
大陆电子发票年开票量将达到 760 亿
张。电子发票相比纸质发票可节省印
制、寄送成本。按照每张至少可节约
1.5 元计算，电子发票相对纸质发票每
年可节约 1140 亿元左右。若第三方平
台按照 15%左右提成，则第三方平台
基础服务市场空间为 170 亿元，达到
百亿元级别。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

电子发票基础服务市场空间超百亿元

江苏沛县地税优化税务服务
本报讯 今年 4 月份以来，江苏沛县地税结合“两学

一做”主题活动，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和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

沛县地税抽调 26 名税务业务骨干组成专家团队，通
过实地逐户走访，既对企业宣讲税收政策，同时了解企业
的服务需求，帮助解决税收政策问题。

“特别希望地税局能给我们一些有针对性的辅导和
培训。”徐州人福伞业有限公司侯经理提出了企业面临的
难题和存在的迫切需求。对此，地税局负责人表示：“开
展走访活动，就是让税务人员亲自去发现纳税服务过程
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从而找到优化管理服务的
切入点。”

为充分实现“换位体验”，该局从风险管理、纳税服
务、机关后勤等部门抽出 22 名税务人员，深入企业，与企
业财务人员一道，对本月收入、支出以及实现的税收详细
计算；有的税务干部深入生产车间，跟班参加工人劳动，
实地了解企业的生产流程、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

据统计，“大走访”活动开展以来，沛县地税税务干部
实地走访企业 214 户，电话访问 412 户，发放调查问卷
358 份。根据纳税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税务局及时研
究推出解决举措，有效解决了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并以
此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使优化服务企业工作由阶段性转
化为长期性。 （闫士亮 刘洪江）

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Mentougou Zhujiang Rural

Bank Co., Ltd.

机构编码：S0009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456038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 07月 17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龙南路 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2年 07月 18日

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河路支行
简称：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滨河路支行

机构编码：S0009S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0901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西区皓月园 5 号楼 1 至 2 层

滨河路 12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4年 12月 24日

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桐苑支行
机构编码：S0009S211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774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 07月 18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兴南二路 7 号院 7 号楼 113-

114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6年 07月 2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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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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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外运长航财务有限公司
Sinotrans ＆ CSC Finance Co., Ltd.

机构编码：L0125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1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 04月 1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0 号楼 B 栋 15

层 1501号

邮编：100029

业务范围：许可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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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52296310

传真：010-5229634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 0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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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根据总
体安排，中国东方将于 2017 年底完成全部引进战略投
资者工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
建雄在今天召开的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他表示，按照国务院对资产管理公司“改制—引战
—上市”三步走的安排，中国东方于 2016 年完成改制
并正式启动引入战略投资者工作，致力于引入资本实力
强劲、战略方向契合的境内外投资者，进一步优化公司
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并在合适的时机谋求上市。

“目前，投资者第二轮报价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东
方引战上市办公室负责人江月明说，公司将根据实际报
价、投资者实力以及双方合作潜力等情况选择最合适的
投资者，争取尽快完成协议签署工作。

据了解，2017 年上半年，中国东方集团拨备后净
利润达 62.27 亿元，同比增长 30.1%，完成全年预算任
务的 52.8%，ROE 维持在 12.6%的水平，实现了“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归属东方母公司净利润
50.43 亿元，同比增长 25.1%，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是公
司重要的利润支撑点。“下一阶段，公司将深入贯彻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继续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回归
本源、专注主业为导向，做大做强不良资产核心主
业。”陈建雄说。

具体来看，一是提高新时期下不良资产主业的经营
效率，加大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力度，提高母公司新增
业务中不良资产业务资本占比；二是继续加大力度积极
探索市场化债转股业务机会；三是进一步加强风险防
控，完善不良资产业务实践操作；四是继续积极参与不
良资产证券化产品试点；五是创新不良资产业务模式及
处置手段，发挥金融集团协同作用，以多种方式推进危
机企业、问题资产并购重组业务，挖掘特殊机遇投资业
务，支持国家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东方：

力争年内完成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