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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让保税航材“自由行
自由行”
”
□ 本报记者 刘

昕

陈飞补充说，也契合共享经济的发展理
念，有力助推了航材共享平台建设，提升
了企业竞争力，推动新型航材综合保障服
务模式与国际无缝衔接。
在中航材波音保税仓库内，记者看
到，300 余组高大的货架上整齐地码放着
各种航材部件，既有飞机襟翼等大型部
件，也有螺钉、螺帽等消耗件。正在小心
翼翼挑拣零件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
个仓库内有 15000 种件号的航材。航空
公司下单后，我们最快要在 30 分钟内完

“试点企业航材利用率提高 40%以
上，单次航班成本降低 20%以上，不仅有
力保障了航空公司航班高效运转，还为客
户带来了实际效益……”说起实行“保税
物流供应链为单元”的航材共享保税监管
改革创新模式所带来的红利，中国航空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附件业务运行总监陈飞
喜不自胜。
作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 14 项全
国首创案例之一，中航材是全国首个以
保税物流供应链为单元的保税监管模式
改革创新试点，其建设的航材共享平台
对优化我国航空器材资源配置能力、让
保税航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转成为现
实有着重要意义。
“以前我们在各地保税库的航材是
属地管理，一出库就要被征税，很难自
由流转到外地。”陈飞告诉记者，在数字
化和物流网络相结合的物联网基础上，
中航材建立了以航材资产共享为纽带，
以集中采购和专业化资产处置为手段
的航材共享平台，围绕“国产民机航材
保障体系”建设，为客户提供集寄售、分
销、租赁、维修管理及信息共享等多种
业务模式于一体的全方位航材综合保
障服务。
2019 年 1 月，海关总署批复同意首
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内企业中国航空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保税航材共享项
目，支持民航飞机航材综合保障产业发
展，全国首创以“保税物流供应链为单
元 ”的 航 材 共 享 保 税 监 管 改 革 创 新 模
式，实现了保税航材一次备案、一次申
报、一次核准及在保税状态下的自由流
动。
“ 至此，中航材终于实现在各口岸统
筹调配和实时调拨保税航材。”陈飞如
是说。
“以‘保税物流供应链为单元’的保
税监管模式可实现不同地区航材库存的
自由调拨，大幅降低航材保障的重复储
备、资金占用、重复建设等运营成本，更
有利于海关监管，提高航材保障效率。”

成拣选、包装、海关预申报等工作，通过货
运代理或用户自取的方式送达用户。
”
据介绍，该保税仓库是波音全球 6 家
备件中心之一，为国内及世界各地航空公
司、维修企业提供 7×24×365 的不间断
服务。此外，中国航材还与美国普惠、柯
林斯、爱尔兰香侬等合作伙伴设立了保税
仓库，降低了用户的采购成本，提升了保
障效率。
目前，以北京为中心，上海、厦门、广
州、成都、昆明、西安、乌鲁木齐 8 个口岸

都开展了以“保税物流供应链为单元”的
保税监管模式，建立起中航材站点库的北
京海关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波音 787 型
飞机平均送修周期由传统模式的 60 天缩
短至 35 天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该模式可为关联航空
公司每 1 亿美元航材投资节省 2000 万至
3000 万美元的重复投资，航材成本节省
率达 20%以上。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保
税包修项目的投入资金 1.2 亿美元，送修
器材总价值 1.3 亿美元。

不用“香港游”
飞机维修综保区通关就够了
□ 本报记者 刘 昕

企业无法享受修理修配劳务出口收入
‘增值税免抵退’相关政策，会带来一部
总部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北
分税收负担。
”
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
因为按照免抵退税政策，出口的收
的综合性 MRO 企业之一，也是北京市
入不需纳销项税，进项税可以抵扣内销
天竺综保区实行通关增值税免抵退税
收入产生的销项税，抵扣不完还可以继
办法后收到政策
“大礼包”
的企业。
续退。为了尽可能规避税收负担，境内
“从之前的‘香港半月游’变成‘综
维修企业一般采取“香港游”模式，即先
保区一日通关’，飞机发动机维修既享
将发动机出口香港后再进口至内地维
受到了增值税免抵退税，又解决了维修
修。
周期长、成本费用高和运输风险大等诸
“这样能拿到两张进出口报关单，
多问题。”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可以适用出口劳务增值税免抵退税政
财务部副总经理韩克平用一句话总结
策。”韩克平无奈地表示，只有符合免抵
这一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改革措施
退税条件，包括修理物品进出境记录、
的
“精髓”
。
收汇单以及给客户开的账单以及国际
韩克平告诉记者，以前航空公司部
合同等，才能向税务局申请免抵退税。
分发动机通常采取包修模式，即国内航
以维修一台 V2500 型飞机发动机为例，
空公司与境外制造商签署飞机包修协
为满足发动机的进出境记录条件，在
议。通常境外制造商收取费用后会再 “香港半月游”模式下，公司通常需要额
转包给国内发动机维修企业。在维修
外承担 20 万元的物流费用以及增加 15
过程中，国内航空公司要先将发动机交
天的物流时间，成本高、周期长、风险
给国内维修企业，再由境外制造商向境
大。
内维修企业支付维修费用。
“ 这种商业
怎样破解这一困境？北京天竺综
模式下，因为缺少发动机进出境记录，
保区管委会决定发挥综保区政策功能

优势，协调北京海关、北京市税务局等
部门通力合作。于 2019 年年初，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和北京海关共
同下发《关于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借助天竺综合保税区通关实行增值
税免抵退税办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受国外企
业委托修理修配国内航空公司飞机发
动机业务可经天竺综合保税区适用增
值税免抵退税办法。
办法实施后，借助“境内关外”的政
策功能，
“ 综 保 区 通 关 ”取 替 了“ 香 港
游”
，
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不少。
“ 如 果 要 规 避 周 期、风 险 等 因 素 ，
通常情况下一台发动机的维修费用大
概要 4000 万元，企业需上缴 13%的税
金，这对企业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
支出。”韩克平算了一笔账，按公司一
年 15 台 V2500 发 动 机 要 实 现 转 包 区
域流转计算，在新的运营模式下，每台
发动机的平均运输时间由 15 天缩减到
1 天，往返运输费节省约 300 万元，同
时大幅降低了转运过程中的风险成
本。

国际铜期货规模扩大功能初现
□ 本报记者 刘叶琳
自上市以来，国际铜期货运行平稳，境
内外机构积极参与，规模稳步扩大，功能初
步显现。目前国际铜期货已引入 15 家做市
商，做市功能逐步发挥，为市场提供了流动
性，促进了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
11 月 19 日，上海期货所交易所（下称
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下
称上期能源）正式挂牌交易国际铜期货。
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28 日收盘，国际铜期
货累计运行 28 个交易日，总成交量 51.87
万手，成交金额 1328.68 亿元；期末总持仓
量为 1.84 万手，较上市首日增加 776%。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行政总裁张柏
廉认为上海国际铜期货以上海保税区作为
实物交付地点，一定程度上为伦敦、上海两
个市场搭建了桥梁，将进一步推动跨市套
利，为上期所、LME 以及双方共同的会员和
广大客户带来共赢。随着越来越多的金属
保值业务的参与及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提
高，中国及中国金属行业在全球金属市场
定价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国际铜期货合约，世界两大金属
期货交易市场——伦敦与上海正式打破原
有的阻隔，外资参与中国铜期货市场畅通
无阻。”磐石金融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石成
虎表示，国内外市场力量的充分参与，将显

著改善国内铜进口企业以及冶炼企业的成
本控制和利润状况。同时，国外的大型矿
山和主流贸易商也在密切关注国际铜市场
的发展。未来，国际铜期货价格有望成为
亚太时区铜跨境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之
一，助推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国际化更进一
步。
“上市国际铜期货对中国提升全球铜
定价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企业来
说，在增加了现货采购销售和期货套期保
值的渠道的同时，铜内外盘价差波动将更
趋于收敛，有利于实体企业长期经营策略
的稳定开展，降低经营的波动性和风险。”
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研发中心

相关人员表示，中铜国贸将尝试在产业链
各环节定价中增加国际铜期货的应用频
率，运用好其基础性定价作用。同时，也呼
吁同行加强对国际铜期货的研究，与企业
经营业务相结合，真正用好国际铜期货，为
提升中国的全球铜定价影响力贡献力量。
上期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上
期能源将确保国际铜期货的首次平稳交
割，助力市场功能发挥，并持续开展市场宣
传和培训工作同时，密切跟踪市场运行状
况，根据市场各方反馈及时优化国际铜期
货合约规则，不断满足国内外铜行业的风
险管理需求，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
展。

电子邮件：
myb_2018gs@163.com

记者观察

12 月 24 日晚 10 点，北京，圣诞节前夜，气
温零下 8℃。
结束了加班的我打了一辆滴滴专车回
家。一上车，司机位的大姐的热情地说，
“请您
系好安全带”。车沿着二环一直向北，沉默。
不知为何，大姐突然打开话匣子，和坐在后排
的我聊了起来。大姐说，她刚开上专车没多
久，还不太熟悉，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家“空窗”
了大半年。

加油！李大姐
□ 本报记者 孟 妮
我问：
“ 你为什么想到来开专车？开专车
的女司机不多呀。”她笑着说，她之前在一家国
际旅行社工作，今天年初新冠疫情突发，让她
所在的出境游行业按下了“暂停键”，也让众多
像她一样的从业者陷入了困境。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个月、
两个月，大半
年了，从最初的观望，到后来的不知所措，再到
各奔前程，李大姐的同行们，有的开始利用之
前在国外带团的资源在微信朋友圈做海淘代
购，有的则抓紧转行到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的
在线教育等行业，有的人结束了多年的北漂回
老家谋求新生，还有好多人做起了保险经纪人
线上线下满北京的见客户……而在经历了大
半年的彷徨后，李大姐终于鼓起勇气，开起了
网约车，虽然有些辛苦，但是心情比之前好了
很多。
当得知我是一名专注于旅游业的记者时，
之前还有些腼腆的李大姐一下子激动了起
来。
“ 我今天可算遇到知音了！我们太不容易
了！”声音中略带着一丝颤抖，满怀期待地问，
“你给咱分析分析，这旅游业还能恢复吗？什
么时候才能恢复呀？”
我一时语噻，在光线昏暗的车里，眼眶不
禁湿润了。虽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作为一
名跑口旅游多年的媒体人，我亲历了中国出境
游井喷发展的数十年，却也在这场疫情中看尽
了由此带来的千疮百孔。对于以上种种，我感
同身受，方才李大姐所问，也正是我这一年来
的最大关切。
“疫情只是一个偶然因素，早晚都会过去
的。旅游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世界那么大，我们都想出去看看。疫情
一旦结束，出境游一定会好起来！”我特意提高
了音调。
“是这样吧！太好了！”李大姐说，他们都
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李大姐原本就很喜欢
旅游，从业多年依然饱含热情。从前一年到
头，她总是乘坐着国际航班飞来飞去，带团到
过很多国家，但还是有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想
去打卡。
不知不觉中，车已驶到了熟悉的路口，我
快下车了，李大姐还意犹未尽。她问我，在哪
个报社工作，能不能加个微信，今后要多多关
注我写的文章，等待着旅游业复苏的好消息。
“希望来年旅游业尽快恢复，您也能早日重回
心爱的旅游圈。
”
我边下车边留下微信号。
12 月 28 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元旦、
春节期间将继续
暂不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看到这个消息，我
心里一怔。对此刻正在北京城某个街巷开着
网约车的李大姐来说，今晚或许又是一个不眠
之夜。
想到这里，我拿起手机，给李大姐发了一
个表情：
加油！

外贸
“创二代”逆袭 数字化是不二法宝
□ 本报记者 孟

妮

即将过去的 2020 年，对很多外贸企业
而言，无疑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而也有一些
外贸“创二代”，不走寻常路，通过发展数字
化外贸，化危为机，实现了疫情下的逆袭。
何佳阳，95 后创二代，法国海归。接手
家族企业东阳陶瓷后，她带领 5 名应届生组
建了一支样品研发团队，打通中西文化，以
现代科学的管理方式重构传统陶瓷生产
线。从手工雕塑到 3D 雕塑，打样时间最快
仅需 5 天。既为定制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
打样服务，又能自主开发新品、为客户提供
更多的产品方案。
与很多外贸人经常黑白颠倒不同，何佳
阳习惯“早睡早起”，她表示，这是被美国的

买家给“逼”出来的。
“ 我的很多美国买家都
是和我差不多大的 90 后、95 后，平时没事喜
欢蹦迪、泡吧，习惯了晚睡晚起。为了照顾
他们的工作生活习惯，我反而变得‘养生’
了。
”
与买家的同频互动加上产品本身质量
过硬，何佳阳的陶瓷产品获得了诸多海外买
家的青睐。疫情以来，通过阿里巴巴国际
站，仅上半年就接单超百万。此外，凭借着
对新媒体营销的敏感度，何佳阳成为阿里国
际站最早一批使用跨境直播带货的商家，将
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海外，也成为多家世界
知名品牌的陶瓷产品供应商。
何佳阳表示，
“今年的疫情让我们反思，
产品基本功是否扎实？大客户比例是否合
理？抗风险能力如何？是否在各种危机中
准备好了 Plan B？通过这次的大浪淘沙，
供应稳定、质量有保障、服务可靠的外贸玩

家将脱颖而出。希望未来能在扎实产品的
基础上，不断深化服务，打造品牌，让客户看
到独一无二的我们，让我们成为客户心中不
可替代的选择”
。
同样是 90 后的北京女孩许心愿也是一
名外贸“创二代”。2017 年，她后回国，从父
母手中接过了华盛爽朗纺织品（北京）有限
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虽然经过 10 多年的发
展，这家公司已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纺织面料
研发实力，但许心愿的目标是，将更多的黑
科技产品推向更大的全球市场。
围绕这一目标，许心愿把目光聚焦到了
公司在阿里国际站的店铺后台上，通过数据
分析海外买家的偏好，并据此研发新品，进
而拓展市场。尤其全新研发的“穿 15 天都
不臭不皱的抗菌服饰”获得海外买家青睐，
产品销往全球超 60 个国家和地区。疫情期
间，公司还快速研发出可水洗的抗菌口罩，

卖到了美国市场。在今年 3 月和 9 月大促
中，借助直播、短视频、VR 看厂等新尝试，华
盛爽朗出口额破亿元。
许心愿说：
“对很多 B2B 企业来说，这是
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无限机遇的时代。未
来可期，我要用特立独行的创新实现弯道超
车，
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
成立于 1987 年的河南尼罗河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业务领域覆盖冶金、矿山、交通、
建材、电力、环保、化工等行业。虽然设备并
不愁销路，
但大部分订单都来自中间商。
2012 年，
“ 厂二代”李华丽一“接班”就
提出，要把工厂搬上跨境电商 B2B 平台。于
是乎，她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管理制度，招了
一批年轻人，搭建起销售团队。仅仅几个
月，工厂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
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加入了她的团队。
做外贸，没有闯劲是不行的。为了帮助

买家解决设备维修问题，李华丽曾独自一人
闯非洲，从海外召回问题产品，还帮助买家
修理其他公司产品，最终成为苏丹国防部指
定商家。在当地甚至流传起了这样一句话：
“买车就买 BMW，
买机械就买尼罗河。
”
借助跨境电商 B2B 平台，李华丽将自家
的选金设备卖到了非洲、中东、东南亚、南美
洲等地。在非洲的黄金机械市场，其公司生
产的设备占领了 60%的市场份额。其中，肯
尼亚、苏丹等国的市场份额超过 79%。今
年，即使受疫情影响，工厂的业绩相比去年
仍翻了一番。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李华丽没法去非
洲做生意。她和业务员借助跨境电商平台，
尝试直播，带非洲客户 VR 看工厂、介绍机
器，反而增加了不少新客户。就在 3 月，一
个肯尼亚客户通过平台找到李华丽，下了一
个价值 500 万美元的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