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建議中國大陸更加注重防範金融風險
據新華社1月3日華盛頓報導，多位美國專家建議中國大陸
加大改革力度為中長期經濟健康增長奠定基礎，更加注重防範
金融風險。
2016年12月在北京閉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

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斯•科林斯（Charles Collyns）說，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正處於從
過去依賴大規模投資和出口轉向依靠國內消費驅動的轉型過程
中，期待大陸經濟像過去那樣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是不現實
的。他希望中國大陸決策者能加大力度推動經濟改革，構建更
具活力的經濟體制並提高勞動生產率。
科林斯表示，近期中國大陸部分大城市的房價快速上漲
令人感到擔憂，中國大陸決策者正採取措施給房地產市場降
溫，但科林斯認為中國大陸並不會發生西方發達經濟體那樣的
金融危機。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認為，中國大陸仍要加大改革力度開放服務業，同
時關閉「殭屍」企業，清理銀行壞帳，讓整個金融體系變得
更加穩健。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整理／陳緯鴻

前美國助理財政部長、國際金融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查爾

大陸經貿消息

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防控資產泡

Prasad）認為，短期內中國大陸政府仍然擁有充足的政策工具
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但決策者應該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
和經濟轉型的進展。

大陸財政部發布金融和房地產開發增值稅政策
據香港商報網2016年12月22日報導，大陸財政部、國家稅
務總局發布補充通知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
增值稅政策。通知要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經營金融保險
業務的機構發放貸款後，自結息日起90天內發生的應收未收利
息按現行規定繳納增值稅，結息日起90天後發生的應收未收利
息暫不繳納增值稅。房地產開發企業設立項目公司對該受讓土
地進行開發，同時滿足一定條件的，可由項目公司按規定扣除
房地產開發企業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
此外，根據通知，金融商品持有期間（含到期）取得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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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的收益，不屬於利息或利息性質的收入，不徵
收增值稅。

大陸對外貿易摩擦加劇 涉案金額近千億人民幣
據香港商報1月6日報導，大陸商務部5日發布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共遭遇來自27個國家和

中國大陸擴充吸納外資領域
據香港商報網1月18日報導，大陸國務院17日發
布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

地區發起的119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涉案金額合計
143.4億美元（約990億元人民幣），案件數量和涉
案金額同比分別上升36.8%和76%。

《通知》指出，要以開放發展理念為指導，進

商務部發言人孫繼文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一步積極利用外資，營造優良營商環境，繼續深化

示，2016年中國大陸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達到

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降低制度性

歷史高點，光伏等重點產業以及瓷磚、車胎產品遭

交易成本，實現互利共贏。大力創造更加開放、便

到多國設限，貿易摩擦政治化，措施極端化傾向明

利、透明的營商環境，積極吸引外商投資以及先進

顯，終裁稅率普遍較高。

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以
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鋼鐵產品仍然是貿易摩擦的重災區。2016年，
21個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大陸鋼鐵產品發起立案調

通知要求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相

查49起，涉案金額達78.95億美元，案件數量和涉案

關政策法規，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等領域

金額分別上升32.4%和63.1%。其他貿易摩擦較多的

外資准入限制。

產品主要集中在化工和輕工領域。

針對服務業，重點放寬銀行類金融機構、證

世界貿易組織（WTO）2016年12月發布的報告

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

顯示，在WTO的所有成員國中，中國大陸仍然是到

險機構、保險仲介機構外資准入限制，放開會

目前為止受反傾銷影響最大的國家。從2013年7月

計審計、建築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外資准入限

到2016年6月，針對中國大陸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占

制，推進電信、互聯網、文化、教育、交通運輸

全部調查的28%。

等領域有序開放。

中國大陸同時也是貿易救濟措施的發起國。大

製造業則重點取消軌道交通設備製造、電單車製

陸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共對外

造、燃料乙醇生產、油脂加工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

發起貿易救濟調查5起，復審調查12起，作出原審裁

採礦業則是要求放寬油頁岩、油砂、頁岩氣等非常規

決4起，復審裁決12起。

油氣以及礦產資源領域外資准入限制。石油、天然氣
領域對外合作項目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
同時，支持外資依法依規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

據旺報12月24日報導，大陸國務院辦公廳近日

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允許外商投資

印發《關於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品質

企業參與承擔國家科技計劃項目。

的若干意見》，提出到2020年，養老服務市場將全面

為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支持外商投資企業拓寬

開放，養老服務和產品有效供給能力大幅提升。業內

融資管道。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法依規在主機板、

人士表示，到2020年，大陸老年消費市場規模將達人

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在新三板掛牌，以及發

民幣3.3兆元。其中准入條件開放、金融服務、智慧

行企業債券、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

養老、老年產品升級等4方面，最受市場關注。

企業債務融資工具進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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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2020 年開放養老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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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證券網報導，意見總歸提出全面開放

融服務，引導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開發

意見內容指稱推進「互聯網+」養老服務創

適合老年人的理財、保險產品，穩步推進養老金管

新。支援適合老年人的智慧化產品、健康監測可穿

理公司試點，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積極參與養老金

戴設備、健康養老移動應用軟體（APP）等設計開

管理相關業務，做好相關受託管理、投資管理和帳

發。打通養老服務資訊共用管道，推進社區綜合服

戶管理等服務工作。

務資訊平台與戶籍、醫療、社會保障等資訊資源對

券商研報指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金融在

接，促進養老服務公共資訊資源向各類養老服務機

支援養老服務業發展、服務個人養老方面的作用十

構開放。

分明顯，比如日本的介護保險（LTCI）、美國的商

券商研報顯示，「互聯網+」可以搭載很多傳

業護理保險和住房反按揭貸款等。大陸在養老金融

統要素，包括醫療、養老、藥品、醫藥流通等，

政策落實中仍急需相關法律和政策予以配套支持，

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可操作性更強。目前制約

後期相關政策落地，將促進養老產業進一步發展。

「互聯網+」大力發展的主要是政策，隨著國家對

相關公司有南京新百、新華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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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服務市場，其中，放寬外資准入是一大突破。

移動醫療、處方藥網上銷售等政策落地完善，相
信「互聯網+」相關行業和個股具有較大的投資機
會。相關A股上市公司有東華軟體、東軟集團、衛
寧健康。
在金融服務方面，意見內容指出要發展適老金

截 至 2015 年 底， 大 陸
60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達
2.22 億，約占總人口的
16.1%， 養 老 服 務 需 求
急劇增長。

大陸提升海關貨物通關效率
據新華社北京1月3日報導，2017年大陸海關將
進一步提升為民服務水準，貨物通關時間有望再壓
縮三分之一。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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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動數位
大陸海關將提升服務水準，2017 年貨物通關時
間有望再壓縮三分之一。

中國大陸海關近年來優化調整出口查驗率，
加大集裝箱檢查設備的配備力度，大幅提高海關非

大陸國家工商總局近日發布《關於全面推進

侵入式查驗比例，對適宜機檢查驗的進出口貨物優

企業簡易註銷登記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

先實施機檢查驗，推進通關作業無紙化，有效提升

《指導意見》），提出自2017年3月1日起在全國

了通關效率。自2015年7月以來，海關出口通關時

範圍內全面實行企業簡易註銷登記改革，實現市

間由平均2.67小時降至1.84小時，降低31.09%；進

場主體退出便利化。

口通關時間由平均29.26小時降至25.44小時，降低
13.06%。

《指導意見》規範了簡易登出行為，明確了
簡易登出程式的適用範圍，充分尊重企業自主權

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表示，根據大陸國務院

和自治權。《指導意見》規定，對領取營業執照

關於簡化流程提高效率優化營商環境通知要求，

後未開業、申請註銷登記前無債權債務的有限責

海關總署會同相關部門制定了《壓縮貨物通關時

任公司、非公司企業法人、個人獨資企業、合夥

間的措施（試行）》，從提升口岸資訊化建設和

企業，由其自主選擇適用一般登出程式或簡易登

裝備自動化水準、查驗部門業務流程再造、優化

出程式。《指導意見》同時明確了被列入企業經

人力資源配置、加強口岸相關部門間協調推進等

營異常名錄或嚴重違法失信企業名單等幾種不適

方面入手，2017年貨物通關時間有望再壓縮三分

用簡易登出程式的企業情形。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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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商總局推進企業簡易註銷登記改革

《指導意見》進一步簡化了企業申請簡易登

據瞭解，海關總署正全力打造海關「網上辦

出的登記程式，規定企業申請簡易註銷登記，應

事大廳」，為大陸企業提供報關預錄入、出口退

當先通過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簡易登出

稅、行政審批、智慧財產權備案等網上便捷服

公告》專欄主動向社會公告相關資訊，公告期為

務。各地海關創新行政執法、優化政務服務，讓

45日。登記機關應當同時通過國家企業信用資訊

資料多跑路、讓企業少跑腿，僅廣州海關實施以

公示系統將企業擬申請簡易登出登記的相關資訊

來已為企業節約報關費用5,350萬元人民幣。

推送至有關部門。公告期滿後，企業方可向企業

兩岸經貿 ˙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大陸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日前公開

到申請後，對於公告期內未被提出異議的企業，

指出，提交報告的責任在包括銀行在內的機構

應當在3個工作日內依法作出准予簡易註銷登記的

方，而企業和個人無需履行額外的報告手續。提

決定。

交大額交易報告主要用途是供反洗錢部門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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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提出簡易註銷登記申請。登記機關在收

金監測分析。外管局有關負責人也強調，《辦

大陸財政工作會議閉幕

持續積極財政政策

據旺報2016年12月29日報導，大陸全國財政工

法》不涉及個人外匯管理政策調整，個人年度購
匯便利化額度（5萬美元等值）沒有變化。

作會議29日在北京閉幕，會中指稱將持續積極的財
政政策，預計2017年降低企業稅負超過5,000億元
（人民幣，下同），並設立即時專案資金，著力推
動去產能。

2016 年中國大陸對美投資創紀錄
據FT中文網1月3日報導，2016年中國大陸企
業在美投資達到了創紀錄的456億美元。研究公司

大陸財政部長肖捷指出，2017年的重點是實施

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記錄在案的中國大陸對

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全年降低的企業稅負將超過

美的外國直接投資激增，使年度併購交易達到2015

5,000億元，並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1.18兆元、擴

年的三倍。這還將使中國大陸對美國有形資產的長

大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實現去槓桿。

期投資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目前中資企業在美

肖捷提到，將設立即時撥付專項獎補資金，推

國雇用了逾10萬人。

動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

中國大陸對美投資增加凸顯了美中之間經濟

本、補短板），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民生事業建

關係正不斷變化的性質。幾十年來，美國跨國公

設、加強財政管理監督，促進國際合作，並協助金

司一直在中國大陸建立工廠和進行其他重大投

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完成年度營運目標。

資。但是，另一個方向上的直接投資此前很少，
儘管北京方面把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

大陸外管局：每年 5 萬美元購匯額度不變

國債。

據北京新浪網1月2日報導，大陸央行規定將

榮鼎諮詢在11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示，

大額現金交易報告標準調整，不涉及個人外匯管

自2000年以來美國企業在華投資達到了2,280

理政策調整，將強化銀行審核責任。針對外匯資

億美元。該報告得到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訊申報管理加強後，變相「降低」了居民購匯額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和

度的說法，外匯管理局強調：個人每年等值5萬美

中國大陸商業聯合會（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元的購匯額度不變。

Commerce）的支持。榮鼎諮詢在這份最新報告中

2016年12月30日，大陸央行宣布修訂了《金
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下

表示，同期中國大陸企業在美投資累計達到1,090
億美元，其中近一半完成於2016年。

稱《辦法》）。《辦法》將大額現金交易報告

榮鼎諮詢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陸企業等待監

（包括現金結售匯）標準由20萬元人民幣調至5萬

管部門批准的收購項目的價值達210億美元，而且

元、外幣等值1萬美元；自然人銀行帳戶大額轉帳

對已宣布但尚未開建綠地項目的承諾投資超過了70

交易跨境報告標準為人民幣20萬元以上、外幣等

億美元。

值1萬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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