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陶哲 美编：邱耀升 校对：罗娜 组版：池东
B03 创新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本版文字整理 韩科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俯瞰南沙港区内外，各色集卡来
回穿梭，桥吊、龙门吊不停运转；综保
区内，灯火通明……这里的跨境贸易
正焕发出最蓬勃的发展力量。

近日，广州南沙在全国首创跨境
电商出口退货海关监管新模式，跨境
电商商品出口退货后还能“再出去”；

“船到人到、即靠即查”，“智慧海关”助
力国产自主品牌工程车辆走红海
外……聚焦“服务”，南沙精准施策提
升跨境贸易便利度，正加速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贸
易通道。

一系列举措下，南沙跨境贸易蓬
勃发展，2021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
量再创新高，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
2600亿元，占广州市外贸总值的近四
分之一。

全国首创“跨境电商出口退
货”模式

在南沙综合保税区内，全球分拨
产业集群已经逐步形成。通过创新实
施货物状态分类监管、“1+N”保税监
管等16项措施，度身定制“一产业一策
略”，推动国际分拨业务整体融合，促
进塑料粒、汽车展贸、美酒美食、文化
保税、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国际分拨
业务群聚集发展。

近日，在南沙综合保税区企业仓
库内，数千件因尺码选购不匹配等原
因退货的出口跨境电商服饰重新理货
上线，在跨境电商平台被不同区域的
海外消费者重新选购后，这些出口退
货商品和新售商品一起“合包”同柜发
往广州白云机场，随后发运北美、欧
洲、中东等地区的多个国家。

“此前，为满足消费者退货需求，
经销方需要在中东、欧洲、美洲等地设
置海外退货仓，支付高昂的人工、仓
租、管理成本，而且分散处置经常造成
物流滞后。”广州市品成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继芳介绍，在海关监管服务
的新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根据
实际订单将跨境电商出口包裹与退货
包裹进行“合包”配送，每年节省大量
物流成本和在海外设仓的仓储及管理
费用。

为解决跨境电商商品“出得去”而
“退不回”和“退回了”却“卖不掉”的问
题，南沙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
势，在全国首创物流畅通、通关便捷、
监管有效的“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海关
监管新模式”。

该模式允许企业将境外满足二次
销售条件的出口电商退货商品退回南
沙综合保税区，在综保区仓库内一站
式完成拆包、分拣、上架、存储、复出口
等业务，使南沙在全国率先打通跨境
电商出口退货便捷通道，加快融合出
口电商物流和保税物流，高效盘活电
商企业仓储资源，推动南沙跨境电商
枢纽港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再创“南
沙样板”。

这一自贸试验区创新制度助力跨
境电商“买全球、卖全球”更便利，物流
周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综合运营
成本进一步降低。据测算，该模式下
相关企业每年可节约综合物流成本和
人工成本达5000万元人民币。

据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南沙跨境
电商出口退货项目申报一线退货入区进
境备案清单票数超1200票，退货货值超
3000万美元，“合包”复出口包裹近900
万个。

“一揽子”通关机制助力自主
品牌工程车辆出口

5月14日，葡萄牙籍“奥拓经济”
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码头，
含挖掘机、装载机、工程车等63台国产
工程机械车随船出口至中东地区。这
是今年从南沙汽车码头出口的第21批
工程机械车，也是该码头今年以来装

船交付的最大一批工程机械车，将在
海外国家的机场、电站、桥梁、公路建
设等工程中大显身手。

据广州海关消息，前4月南沙汽车
口岸出口自主品牌工程车辆数量、货
值均倍增。今年1-4月，广州南沙汽
车口岸出口柳工挖掘机、山工装载机、
山河智能挖掘机、徐工工程车、中联重
科挖掘机等国产自主品牌工程车辆
138台、货值约7700万元人民币，分别
同比增长109.1%、216.5%。

为助力自主品牌工程车扬帆出
海，南沙海关综合分析工程车辆制造
企业汇聚南沙、陆运集港等特点，推动
完善工程车辆出口流程，引导企业灵
活运用南沙“公-铁-海”多元化立体物
流体系，助力国内自主品牌工程车辆
抢占海外基建市场。建立“一揽子”通
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
和班轮靠泊时间，引导出口企业“提前
申报”，依托信息化系统开辟出口车辆
进场“绿色通道”，通过视频监控、场地
巡查等做好在场车辆监管，为企业提
供“一次咨询、窗口全方位答疑”的24
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一企一策”支持
国内工程机械车辆制造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份额。

这是南沙“智慧海关”改革持续深化
成效的缩影。目前，南沙实现进出口货
物申报、查验、放行等各环节，海关监管

“可感可知”，进出口企业“无感”通关。
2021年南沙进出口通关时间较2017年
压缩75%以上，进口提箱最短压缩至1.5
小时，出口集港压缩至1-2天。

南沙区出台29条提升跨境贸
易便利化措施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持
续提升南沙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度，南
沙再出实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
水平。近日，南沙印发《广州市南沙
口岸 2022 年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

水平工作措施》（下称《措施》）。《措
施》围绕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降
低进出口环节费用、提升口岸服务能
力、改善跨境贸易整体服务环境等4
个方面提出了29条措施。除了推进
提高通关效率和降低通关成本，《措
施》同时聚焦于口岸服务能力提升和
服务环境改善，支持新业态新产业的
集聚。

南沙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广州市正在建设国家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城市，南沙在此基础上推出提
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工作措施，这
既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的工作部
署，也是顺应南沙港航、口岸事业的发
展需要，助力南沙“湾区之心、开放门
户、未来之城”建设。

南沙多年来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推动南沙跨境电商、汽车、冷链和
粮食进出口等业态都取得较好较快发
展。南沙港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
中心，已建成华南最具规模的集装箱、
汽车、粮食和通用码头群，集聚全球排
名前21位的船公司，开通135条外贸
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200多个港
口城市。2021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
吐量再创新高，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
2600亿元，占广州市外贸总值的近四
分之一。

跨境电商有效监管、高效通关，也
吸引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国际品牌在
南沙设立物流分拨中心，仓储面积逾
50万平方米，形成跨境电商产业聚集
区和枢纽基地。广州市海诚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沙区叠加政策利好和优质服务，
出台了专项扶持补贴、不断完善政策
配套等，吸引大批跨境电商专业服务
企业落户南沙并发展壮大，南沙已成
为国内外知名品牌重要的电商供应
链集散地。”

（据广州日报，文/耿旭静、董业衡）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
台”（InnoHK）近日举行启动礼，
标志着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推动
创新科技发展迈向新里程。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启动
礼，并表达对香港创科产业发展
的信心。

InnoHK是香港特区政府的
创科旗舰项目，致力于促进环球
科研合作，让香港在全球高科技
版图中占据重要席位。

据了解，该项目由特区政府
创新科技署推动，自推出以来获
得全球多家顶尖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积极回应。经过严谨的筛
选及审批程序，28 所研发实验
室获选进驻，汇聚七家本地院校

和研发机构，以及 30 多家来自
全球 11 个经济体的机构，参与
的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员共约
2000人。

林郑月娥在启动礼上为In-
noHK标志及官方网页揭幕。她
表示，香港具备一系列得天独厚
的条件，加上国家“十四五”规划
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带来的庞大机遇，香港创科发
展必定是一条康庄大道。

InnoHK除了推动香港、内地
及海外顶尖科研人员与业界合作
外，还提供了一个平台为香港培
育及建立科研人才库。

（据新华社）

“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

推动创新科技迈向新里程

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
作为雄安城市大脑，是“智慧雄
安”的重要支撑，也是雄安新区

“绿色生态城市、创新驱动发展”
定位的集中体现，目前项目主体
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二次结
构施工，预计9月底投入运营。

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
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总建筑面
积约39000平方米，一期工程总
投资10.99亿元，分为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项目将实现国内首创
大跨度无柱 IDC机房、首创景观
式隐蔽式城市计算中心和首创模
块化集装箱机房等多项任务。目
前项目主体结构、冷却塔主体结
构、屋面钢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
初装修、机电管线、外墙幕墙龙骨
安装等二次结构施工。

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
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

“之眼”“之芯”，是雄安新区数字
孪生城市运行服务系统的重要载
体，其承载的边缘计算、超级计
算、云计算设施将为整个数字孪
生城市的大数据、区块链、物联

网、AI、VR/AR提供网络、计算、
存储服务。

据雄安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首
席技术官袁晓东介绍，雄安城市
计算（超算云）中心将来是作为雄
安的“一个中心”来承载“4个平
台”，这“4 个平台”分别是区块
链平台、视频一张网平台、城市
CIM 平台以及物联网平台，“4
个平台”的大数据，将在这儿形成
数据的汇集，通过算力和大数据
分析工具来分析这些数据新的价
值，来为雄安城市建设和将来城
市运营提供决策依据，最终服务
于整个雄安城的日常运营和日常
生活，为整个雄安的城市成长提
供有力支撑。

在政务服务上将实现整个城
市所有信息数据的安全、共享，

“雄安云”覆盖整座城市，在便利
企业和居民生活上可以实现一点
受理，全程流转。并为首都疏解
企业和高科技新兴产业落地雄安
提供算力、算法等资源的一揽子
支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中国雄安官网）

“得到‘科技型中小企业陪伴
计划’的支持，除了能实实在在获
得各种税费优惠和补贴外，更重
要的是，知道我们被政府认可和
关心，知道我们所在的赛道是光
明的。”成立5年来，广州讯飞语畅
有限公司业绩亮眼，第三年开始
盈利，五年业绩已翻三番。“当我
们投入创新时，国家与我们共担
风险。”该企业财务总监叶丽卿
说。

“科技型中小企业陪伴计划”
是2022年广州市税务局联合广州
市科技局等部门实施的项目，以

“陪伴企业成长 促进创新发展”
为目标，为全市1.25万户科技型
中小企业建立“成长陪伴台账”，
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覆盖办理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享受科技
创新税收优惠、申请科技奖补等
内容的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
的服务。

近年来，广州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备案入库企业从2019年的
9283家增长至2021年的1.25万
家，无论是增长幅度还是入库企
业数量都稳居全国前列。随着科
技型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的规

模也在逐年增长，2021年享受户
数近9000户，享受金额达170亿
元，占全部享受户数比重超过
50%，占全部享受金额比重超过
30%，科技型中小企业逐步成为科
技创新的生力军。同时，由于科
技型中小企业普遍体量较小，抗
风险能力相对偏弱，需要相关部
门从中小企业的研发领域切入，
以科技、金融、财税等政策支持为
落脚点，精心培育小苗，陪伴企业
成长。

广州讯飞语畅有限公司就是
直接受惠于该陪伴计划的企业之
一。据统计，该企业2020年度享
受研发费加计扣除136.98万元，
新办软件企业减免税额179.81万
元。预计2021年度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金额与2020年度持平，
2022年开始可以享受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
至100%的优惠。

在叶丽卿看来，获得各方面
的扶持补贴，他们并不是持着“能
省则省”的心态，而是得到研发投
入支持后，企业获得良性发展循
环，企业也会肩负起社会责任，在
科技创新路上不断探索前进。

（据广州日报，文/林琳）

广州税务“陪伴计划”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雄安城市计算中心。 图片来源：河北广播电视台

智慧雄安：

加快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建设

日前，雄安新区首批绿色建筑前置
信贷认定项目落地，5家银行业金融机
构分别与参与新区建设的市场主体进行
了签约，涉及项目13个，授信1948亿
元，投放133亿元。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
营业管理部联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局和
改革发展局，出台了《雄安新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支持绿色建筑发展前置绿色信贷
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创新
性地解决了绿色建筑项目投资在前、认
定在后的期限错配问题。通过绿色建筑
星级预评价方式，使项目及时享受绿色
信贷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撬动更多金融
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倾斜，进一步降低

了企业绿色融资成本，激活绿色业务拓
展主动性，助力新区绿色低碳转型。本
次签约的首批项目是在《办法》出台后的
第一批绿色受益者。

据介绍，人民银行高度重视绿色金
融工作，围绕推动信贷资源集聚、丰富绿
色金融场景、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
等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工作。截至
2022年一季度末，雄安新区绿色贷款余
额233亿元，同比增长395%，贷款增速
显著提升。

“首批绿色建筑前置信贷认定项目
的落地，是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推动金融创
新、打造金融高地的重要举措。”雄安新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办法》为绿
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新路径，也为全国范围内金融支持绿
色建筑信贷项目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
的“雄安方案”。

该负责人介绍，雄安新区将坚持创
新驱动，绿色先行，从六个方面积极主动
推动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推动金融机
构绿色转型，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
立绿色专营部门，支持以绿色低碳业务
为特色的各类型金融机构入驻新区。扩
展绿色金融服务领域，结合基础设施、智
慧交通、生态环保、信息产业等领域需
求，出台绿色金融支持政策。支持金融
机构搭建绿色金融产品体系，鼓励金融

机构制定绿色信贷发展战略和目标，搭
建全产品、全渠道、综合化的绿色金融产
品体系。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服务体系，
打造一批从事碳减排相关计量、检测、认
证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支持企业研发绿
色低碳技术和绿色产品。建立完善新区
碳账户信息采集及核算体系，建立碳监
测、碳交易平台，建立面向企业和个人的
立体式碳账户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基于
碳账户信息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集
聚培养绿色金融领域人才，鼓励金融机
构积极引进和培育绿色金融领域业务骨
干和高层次人才，在新区设立专门机构
开展创新研究，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培
训平台。 （据河北日报，文/田恬）

首批绿色建筑前置信贷认定项目落地

助力雄安新区绿色低碳转型

南沙港。 广州日报 耿旭静、董业衡 摄

“买全球、卖全球”大通道更通畅

南沙区精准施策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