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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在去年排名第 46 名的基础上，再次提升 15 位，位列
31 位，首次进入全球前 40 名。作为样本权重占比 55%的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中，始终发挥着“钉
钉子”
的精神，
瞄准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首次举办上海城市推介会

上海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外商投资信心
□ 本报记者 顾春娟
在 10 月 29 日举行“2019 上海城市推
介大会”
新闻通气会上，上海市商务委副主
任杨朝透露，2019 上海城市推介大会将于
11 月 6 日(进博会期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
心举办。大会旨在进一步贯彻上海市委、
市
政府关于进一步放大进口博览会溢出带动
效应的指示精神，
主动推介城市功能及核心
竞争力，吸引更多国际企业、跨国投资和新
技术、
新产品、
新服务选择上海、
投资上海。

拥抱进博 共享未来
本次推介大会以“拥抱进博，共享未
来”
为主题，是面向全球客商的一次重要的
推介活动。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杨朝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推介将以“1+4+16+X”为框架进
行，其中“1”代表上海总体营商环境和投
资政策推介，
“4”代表四个专题推介的板
块——浦东新区、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
商务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16”
代表上海各区营商环境推介，
“X”代表其
他开发区政策推介，围绕上海城市核心功
能和核心竞争力进行梳理和演绎，展示上
海跨国公司总部发展的重要成果、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的建设、进博会溢出效应的扩
大、
“五个中心”
和
“四个品牌”
建设、自贸区
体制创新和贸易创新等多个方面。

五个环节推介 启动服务平台
据介绍，推介会分为五个环节，即主旨
致辞，主旨推介，浦东新区、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市科创办、虹桥商务区分别
作专题推介，
德勤分享全球外商投资趋势，
启动“上海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平台”，发
布新一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会后，将
组织境内外企业、专业机构和各
区、开发区进行项目对接洽谈，
与会人数约 1000 人。

主旨推介以时间轴为序，介绍上海的
历史变迁以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上海
的发展地位和水平作全面概括；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对上海城市品格的“开放、创新、
包容”
三个方面定义，
介绍上海的城市竞争
力和吸引力；介绍上海未来的城市定位和
目标任务，
展现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推介会将重点聚焦“3+1+1”：
“3”即
增设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
“1”即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
效应，另一个“1”则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营
商环境。
据了解，
推介会还将现场启动
“上海外
商投资促进服务平台”
，
该平台将成为上海
城市推介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并与
“中国上
海”
“一网通办”
“中小企业服务云”
等重要网
站共享数据平台，
共同打造全球
“投资上海
Invest Shanghai”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平
台。一方面，
该平台成为上海面向全球的投
资品牌和城市名片，
充分展现上海开放姿态
的窗口，
成为投资者全面认识上海、了解上
海、投资上海的纽带。另一方面，
该平台充
分发挥进博会投资促进溢出效应，
深度挖掘
进博会参展商资源，
通过整合全市招商资源
建立在线平台，
完成目标项目和落地区域的
初步撮合及配对。与此同时，
该平台是贯彻
落实外商投资法，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
系，
充分实现外商投资促进服务的全方位功
能，
搭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企业与政府直接
对话的有效渠道，
实现全流程服务。

吸引外资 上海准备好了
在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
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排名位列 31 位，首
次进入全球前 40 名。作为样本权重占比
55%的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中，始
终发挥着
“钉钉子”
的精神，
瞄准最高标准、
最高水平。
首先，建设吸引外资“强磁场”。上海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一直高度重视、坚定

不移地扩大开放利用外资。今年以来，上
海先后出台了跨国公司总部 30 条、服务业
开放 40 条、促进外商投资 26 条政策等，
《外商投资法》将于明年实施，一系列投资
便利化及市场开放的措施在大力推进。今
年以来，
上海市利用外资总体形势较好，
外
资规模平稳较快增长。
其 次 ，搭 建 服 务 外 商 投 资 的 综 合 平
台。大会现场将启动“上海外商投资促进
服务平台”，发布新一版上海市产业地图，
以服务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为落脚
点，全面展示上海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整
合全市外商投资产业和承载地资源等信
息，实现投资项目和落地区域在线配对和
定向对接，
帮助投资者选址决策。
三是充分扩大进博会溢出效应。杨朝
告诉记者，进博会全球瞩目、万商云集，见
证着中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开展投资
促进的最佳平台。第二届进博会的重要参
展企业代表也将参与推介大会，并参与会
后组织的境内外企业、专业机构和各区、开
发区进行的项目对接洽谈，推动更多优秀
的外资项目落沪。

外商持续看好上海投资机遇
据悉，
《外商投资法》将于明年 1 月 1 日
正式实施。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最前沿
的城市，
牢牢把握住这个契机，
在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
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
外开放，
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据统计，当前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上
海 27%的 GDP、33%的税收以及 2/3 左右
的外贸进出口和工业产值，在上海经济社
会发展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杨朝看来，
《外商投资法》的实施，
极
大地提振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持续看好
中国。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向世界宣示了
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不动摇的决心，增强了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罗森、联合利华、默克
等长期扎根于上海的跨国公司纷纷表示，
《外商投资法》给外资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
有利于企业在华进行长期布局和投资。 会是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首次面对外国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接受采访时表
投资者的、关于上海投资环境和投资促进
示，
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进博会上，
特斯拉
政策的整体推介，
也是充分发挥市、区两级
将展出 Model S、Model X、Model 3 等
投资促进机构协同、合作的努力，
通过顶层
车型，并通过进博会的平台，将与自动驾
设计、统筹协调、对接落地、服务指导等多
驶、未来出行相关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展示
措并举，充分用足用好《外商投资法》赋予
给全世界。她说，临港工厂的建设历程充
地方政府开展投资促进的权限，
吸引、推动
分证明选择中国、选择上海这个决定是多
更多优质项目落沪，有力促进创新和经济
么正确，
“在上海这个工厂里面我们充分地
结构升级，推动上海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实现了效率更高，同时它的科技含量更
实现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高。使得我们各种创新的一些想法一些做
目前，上海正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
法能够变成现实。如果没有营商环境的优
商环境，
吸引外国投资近悦远来。
化和改善，
它速度不可能这么快，
大幅度的
为了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今年以
减少了各种各样审批的流程。”
来，
上海先后出台了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1994 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勃林格
制 33 条”
“外资研发中心 16 条”
“跨国公司
总部 30 条”
“扩大开放 100 条”等一系列涉
殷 格 翰 ，目 前 在 华 投 资 总 额 超 过 3 亿 欧
及外资的重大政策，
效果都很好。
元。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高齐飞接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率先探索
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司在上海投资总额约
实施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
1.7 亿欧元，包括了位于张江的一座世界一
投资管理模式——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
流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一个跨国药企在
特别管理措施从 2013 年的 190 条减少到
华设立的最大的动物保健研发中、一个动
目前的 37 条，外商投资企业 98%以上通过
物健康管理中心、一座人用药品生产基地
和位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霁达康复。 备案方式设立。由此看来，外商投资法从
法律层面对上海的创新实践予以了认可,
2019 年初，公司宣布对生物制药基地进行
将促进上海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为上海
产能扩容，计划 2019 年-2023 年在中国增
在新起点上实行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加
资 1.74 亿欧元，预计扩建工程将于在 2020
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
年底完工。
瑞士罗氏诊断总经理姚国樑在接受采
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访时表示，上海城市推介大会将成为全球
用杨朝的话讲，目前上海利用外资形
势一片大好。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新设外
投资者更加深入认识上海、投资上海的窗
资项目 5192 个，合同外资 366 亿美元，实
口和机遇。姚国樑说，
“作为最早入驻上海
的跨国公司之一，我们在上海的工作人员
到外资 14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0.2%、
从 2000 年的 300 人到现在已经扩充到近
8.9%、13%。截至 2019 年 9 月底，累计引
3000 人。我们的业务量增加了 100 倍，上
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705 家，其中亚太区
海城市推介大会，Invest in Shanghai，
总部 109 家，
研发中心 452 家。
法制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上海将配合
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上海有长足的发展，也
希望随着上海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企业
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主动更新外商投资管
理服务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以‘放管服’改
能更快地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带入中国，
持续助力医疗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惠
革为核心,以
‘一网通办’
为重要抓手，
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更好地实现
及更多患者。
”
如今，上海正着力打造高效的外商投 ‘进得来、留得住、出得去’。
”
杨朝对吸引外
商来沪投资充满信心。
资促进服务体系。2019 上海城市推介大

深圳开出 900 多万张区块链电子发票
深圳海关港珠澳大桥
备案车一年新增 1.4 万辆

注册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企业超过 7500 家，
涉及金额 69.3 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华兵 通讯员 王忠杰报
道 近日，记着从深圳税务局获悉，自去年 8
本报讯 记者王华
月深圳开出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到今年
兵 通讯员曹瑞瑛 王忠杰
10 月 27 日，深圳注册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
报道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的企业超过 7500 家，共开票 975 万张，涉及
一年来，深圳海关以优化跨境车
金额 69.3 亿元，覆盖了餐饮、零售、交通、住
辆备案监管服务为抓手，积极保障
宿等多个民生领域。
港珠澳大桥跨境车辆顺畅通行。一年
区块链电子发票是区块链和税收
来，在深圳海关备案仅通行大桥的新增车
治理基于海量数据的完美结合，具
辆 14500 台，通行大桥车辆约 71 万辆次。
有简化税收流程，推动税收可持
深圳海关对标规范高效标准，升级优化海关
续发展的优点，同时能够间接
监管流程。 建立“一口对外、一次办理”的标准化作
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业模式，简化单证资料和作业环节，取消 6 份备案审核
从使用者的角度，区块
材料的原件审核，精简 8 份备案作业单证，保障当日业务当
日办结，不断提高备案作业效率；积极推行“无纸化”作业，共
精简、整合数据项目 55 个，取消驾驶员备案及相关纸质资料，以
电子数据取代纸质验车资料。
落实“执法为民”理念，擦亮海关对外办事窗口。搭建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车辆信息管理综合服务平台，推进跨
境车辆审批和备案业务全流程“网上办”
“ 协同办”，
设立“港珠澳大桥专窗”
“爱心专窗”，对港珠澳大
本报讯 记者王华兵 通讯员
桥业务做到专事专办、快处快办。与拱北海
杨庭耀 陈紫云报道 近日，深圳市讴
关协同做好通行港珠澳大桥车辆的海关备
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ONIKUMA”
品
案管理及进出境监管工作，建立通关异
牌游戏耳机落地香港澳门，
给香港澳门送去
常联合处置机制，有效解决车辆通
高端、专业的 30 多种竞技耳机。香港进思
关问题约 300 票；联合开展濒危
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讴旎科技有限公司
物种风险防控、交叉通行车
这项战略合作实行传统商贸与跨境电商融
辆联防联控等工作，共查
合方式给香港澳门带来国际在线最热销的
获查获通过伪瞒报方
知名品牌线下落地，让香港澳门竞技爱好者
式走私冻品 63 吨。
平价享用高端品牌。同时配合 VIM 在港澳
地区固有的强大网络，让“ONIKUMA”品
牌走得更远。
“ONIKUMA”品牌游戏耳机是高端游
戏竞技原创设计品牌。品牌设计定位兼具
炫酷游戏外观与生动游戏音效，轻松运用于

链电子发票最直观的好处是无需纸质发票、
无需专用设备、全程手机自助操作、交易即开
票、开票即报销。
2018 年，深圳开始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
研究，从纳税人用票痛点、堵点出发开展调
研，
提炼区块链电子发票需求，
由腾讯区块链
提供底层技术支持，
高灯科技、金蝶、银联、招
商银行等提供行业解决方案。
作为区块链电子发票底层技术提供方，
腾
讯区块链总经理李茂材介绍说，
在深圳税务局
的指导下，
腾讯打造出
“双层三高”
的定制性架
构，
“双层”
是指由税局核心节点+各种业务节
点一起组成的
“双层链”
“
，三高”
是指
“高安全、

高可用、
高性能”
三大特性，
可实现大规模组网，
支持千万级企业参与、
数亿级用户使用。
去年 8 月 10 日，深圳国贸旋转餐厅开出
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国家税务总局深
圳市税务局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区块链电子
发票应运而生。到今年 8 月整一年期间，深
圳区块链电子发票已开出近 600 万张，日均
开出 4.4 万张，累计开票金额达 39 亿元，覆盖
超过 113 个明细行业。已有超过 5300 家企
业注册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其中包括招商
银行、平安银行、微众银行、太平保险、沃尔
玛、深圳地铁、深港出租车、万科物业、碧桂园
等多家大型重点企业。

“ONIKUMA”品牌游戏耳机落地港澳
计算机游戏、手机游戏以及 XBOX 系列、
PS 系列手游游戏的电竞游戏耳机，是国际
在线市场最热销的知名品牌之一。但这一
品牌一直电商在线销售到香港，享受不到地
缘的优惠。香港进思科技有限公司属下
VIM YIELD COMPANY 发 现 这 一 情 况
后，立即与深圳市讴旎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采取建立实体店进行线上线下全方
位销售，给传统商贸赋予现代营销模式，让
香港竞技爱好者享受地缘优惠。
香 港 进 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属 下 VIM
YIELD COMPANY，在香港回归后从事计
算机周边产品进口及批发业务，近 20 年间，
对品牌产品从零开始建立本地市场有丰富
经验，是传统商贸的实力企业。从 2000 年

开始至今，先后获得多名品牌委托成为港澳
地区总代理，负责统筹品牌或指定产品线在
区内的市场拓展、宣传、销售及售后等一条
龙工作。这一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司利
用在港澳地区的销售网络和 PC 及手机配件
之线下管道及经销商超过二百多个的优势，
把产品全面覆盖到每个住宅及工商地区，全
面进驻香港澳门线下市场，进入港澳百货公
司及著名连锁店。此次战略合作，还将发挥
港澳市场国际化的窗口作用，提高 ONIKUMA 产品在港澳以及亚太地区的品牌认知
度。ONIKUMA 游戏耳机产品外观与性能
优越，定价也具相当之竞争力，配合 VIM 在
港澳地区固有的强大网络在线线下销售，让
ONIKUMA 进入寻常百姓家。

以交通行业为例，乘客使用腾讯乘车码
搭乘地铁、搭乘出租车支付后即可一键在线
开具发票。除了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对于企
业来说，区块链电子发票实现了无须提前申
领、线上直接开具，
企业开票、用票更加便捷，
并且，区块链电子发票平台具备即时统计和
分析功能，
使发票管理更简便、规范。
据深圳税务局负责人介绍，
未来，
区块链
电子发票系统还可打通连接其他移动支付平
台，
接入更多开票服务商，
让发票与移动支付一
样
“如影随形”
。基于大型连锁超市和金融企业
的辐射效应，
区块链电子发票还有望
“飞入寻常
百姓家”
，
扩展至更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

全球青年创新集训营
11 月 6 日深圳开营
本报讯 记者王华兵 通讯员王忠杰报
道 近 日 ，全 球 青 年 创 新 集 训 营（UNLEASH2019）活动组委会在深圳宣布，中
国科协、深圳市政府将于 11 月 6 日至 13 日
在深圳举办全球青年创新集训营开营。
UNLEASH2019 是向全球展示出深圳现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形象，是一场高
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国际盛会。
全 球 青 年 创 新 集 训 营 （UNLEASH2019）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这是为了响应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发起的一项全球
性的可持续发展创新盛会，每年在不同国
家或地区举办，以赛事形式为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遴选出创新的、能落地的、能规
模化的最佳解决方案。UNLEASH 活动是
首次在中国举办。据初步统计，本次活动
得到了国内外 200 多家企业和机构的支
持 ，汇 聚 了 来 自 16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000 多位顶尖人才、导师及特邀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