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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退税政策落地 给企业带来真金白银

此次申报办理船舶退税的是海南
中远海运能源于11月19日在广州交付
的10.99万吨级油轮“远兰湾”轮。

今年7月3日，中远海运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与洋浦管委会签约，在
洋浦保税港区投资注册设立海南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有限公司，将新造船
和条件成熟的营运船注入新公司。
截至 12月 24日，海南中远海运能源
运输有限公司旗下入籍“中国洋浦港”
的国际船舶已达17艘，其中新建船舶
5艘。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在确保有效监管和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对在中国洋浦港登记并从事
国际运输的境内建造船舶给予出口退
税。为了推进“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建

设，洋浦工委管委会成立了海南国际
船舶登记中心，为国际船舶登记提供

“一站式”服务，并积极推进航运经营
管理体制和船员管理制度改革，积极
落实船舶出口退税政策，为企业降低
购船和经营成本。

据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税务局副局
长张浩林介绍，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
税是国家为了促进海南自贸港运输来
往自由便利，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给出的政策大礼包。作为执行部门，税
务局联合国库进行流程优化，采取“税
库联动、限时办结”的制度创新模式，实
现了“企业当日申报、税务局当日办结、
退税当日到账”。

“当天申请，仅1个多小时就顺利到
账，我们切切实实享受到了船舶退税政

策带来的真金白银红利。”海南中远海
运能源财务部经理于水胜说，船舶退税
政策的落地实施，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
力，降低了财务成本，提升了公司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目前公司正在给2艘
已交付使用的新建船申请退税，税款约
1.1亿元。

“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政策
的落地对洋浦乃至海南自贸港建设来
说，都是意义重大。”洋浦管委会港航
首席运营官王坚敏说，船舶增值税大
约为13个点，相当于造船的成本下降
了13%，这对航运企业而言，具有很大
的吸引力，且该项政策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属于洋浦独有，只要是在国内
建造的国际船舶，一定会优先考虑在
洋浦登记船籍港。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
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关键之年，随着自贸港
政策不断落地见效，洋浦作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和“样板间”，将不
断地有项目落地开工，或建成投产，势必
产生大量的贸易往来。那么，作为国际集
装箱码头的小铲滩码头必须进行扩建，才
能满足未来港航物流发展的需求。

为此，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提出建
设洋浦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小铲滩
码头扩建工程、港区航道改扩建工程、洋
浦国际智慧供应链中心项目等，进一步完
善小铲滩码头的基础设施。

目前，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
正在抓紧施工，明年6月投入使用后，其
吞吐能力将提升至170万标准箱。小铲
滩码头扩建工程已申请列入洋浦“十四
五”规划，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进行建
设；洋浦港区航道改扩建工程已完成项目
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工
作。12月13日，洋浦国际智慧供应链中
心项目、国投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及
配套工程项目落户洋浦。

根据规划，到2025年，洋浦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500万标箱，吞吐能力达到700
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5亿吨，成
为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健全、港航智能化水
平大幅提升、物流服务和通关效率比肩国
际一流水平的自贸港和国家西部陆海通
道航运枢纽。

在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李
世杰看来，洋浦作为“一带一路”南向开放
的节点，国家提出将洋浦打造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国航运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
意义，成为中国面向印太两洋的重要对外
开放门户，能够有效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这也是国家支持建设“中国洋浦船籍港”
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
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船
籍港制度体系，其核心政策之一是零关
税，这对吸引中资非五星红旗的船舶回归
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光有免税政策还不够，船籍港建
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船舶年
检、保养维修、海上保障救援、船员注册管
理等大量相关及衍生的业务。除了能够
加注免税的燃料油外，船舶维修、船员管
理等经济活动也享受免税政策，这样能大
幅度降低船企的运营成本。”李世杰说，要
想吸引中资非五星红旗的船舶回归，洋浦
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船舶管理和海员
管理制度、海上救援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服
务保障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政策的早期
安排，抓紧布局临港产业工业园，布局科
技含量高的制造业、与石化产业链关联度
高的制造业，以及为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
业，让洋浦产生“虹吸”效应，吸引中资非
五星红旗的船舶回归。

李世杰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资
非五星红旗的国内船舶有4700艘，如果
能够吸引这些船舶回归国内，将极大地带
动国内航运业和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 （本报洋浦12月27日电）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
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
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

2018年 12月 29日，“海南-东盟
（新加坡）”班轮航线开通，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话以来，我
省开通的首条集装箱班轮国际航线，
不仅打通了我国西部地区通过洋浦南
行至新加坡的直航通道，也打通了我
国沿海港口货物通过洋浦中转至东南
亚的新通道。

正是基于洋浦港的区位优势和发
展潜力，2019年 8月 15日，国家发改
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支持洋浦港吸引国内外货源，发展国
际中转运输业务，培育成为区域国际
集装箱枢纽港，促进新通道沿途交通、
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为推动西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省委、省政府要求洋浦对标
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以提升面

向太平洋、印度洋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为主线，高标准、高质量将洋浦港建设
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海南
海事局对标国际海事发展前沿形态，出
台2020年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
作方案，推出涵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
航运基础设施和能力保障建设、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强化安全监管
保障等5大方面、16项具体举措，全力
支持洋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
纽。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洋浦新航线
不断开通——

今年4月13日，东盟经小铲滩中转
至海口、东盟经小铲滩中转至南沙的2
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开通，打通了东
盟经小铲滩码头向国内主要港口分拨
的外贸集装箱中转运输通道。

6月23日，锦州至海南(洋浦)内外
贸同船航线开通，打通了一条连接至
东北地区的外贸新通道，推进南、北集
装箱业务的贯通融合；7月28日，从东
盟进口货物经洋浦中转分拨至天津的
内外贸同船运输通道正式启用。该航

线的开通，不仅为华北地区外贸货物
进出口提供了新的中转路径，也提高
了洋浦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的覆盖
面。

9月28日，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
线——洋浦-南太-澳洲集装箱航线开
通运营，标志着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
纽港建设开始从“近海”迈入“深蓝”时
代，为洋浦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口
作用，大力发展外贸“水水中转”，打造
中国面向印太两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
户奠定了坚实基础。“洲际航线的开通
填补了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线
的空白，对海南外贸航线发展，降低本
地企业物流成本和提升物流时效有很
大的帮助。”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业
务运营部总经理陈力说。

10月29日，由中联航运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的中越航线正式开通。这是
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以来，首家海南
本地航运企业开通的首条东盟班轮航
线。截至目前，洋浦内外贸航线增加
至33条，其中外贸航线14条，内贸航
线19条。

专家建议洋浦发展临港产业
吸引中资非五星红旗船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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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2日上午，中远海运集团
旗下的6.2万吨多用途纸浆船——“中
远海运兴旺”轮在大连交付使用。这是
第一艘以“中国洋浦港”为船籍港注册
的船舶，也是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首项落地实
施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8月30日，载重量达15万吨的“远
东海”轮入籍“中国洋浦港”，这是海南
省历史上最大吨位油轮，标志着“中国
洋浦港”跨入10万吨级巨轮“俱乐部”
行列。

“远东海”轮创下的海南省历史上
最大吨位油轮的纪录不到一个月就被

“同门师弟”打破，并创造全国纪录。9
月 23日，载重吨达31.9 万吨的“远华
洋”轮交付，标志着目前国内登记的最
大载重吨船舶正式入列“中国洋浦
港”。一个多月后的11月12日，相同

吨位的姊妹船“远贵洋”轮交船，两艘
姊妹船成为“中国洋浦港”最耀眼的

“双子星”。
从 6月的 6万吨，到 8月的 15 万

吨，再到 9 月的 30 万吨，“中国洋浦
港”单船登记载重吨位实现了 3 级
跳。这充分说明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
在逐步释放的过程中，产生了“虹吸”
效应。正如在“中远海运兴旺”轮交付
仪式上，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黄小
文所说的，作为面向东南亚的门户港
口，洋浦港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随着
海南自贸港政策的落地，未来中远海
运集团愿意把更多的船舶船籍注册为

“中国洋浦港”，同时跟海南加强合
作，开通更多的国内外贸易航线，将洋
浦港培育成为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和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的支点。

为了推动船籍港政策落地，从

2019年10月起，洋浦工委管委会提前
谋划，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
制，深入拜访企业，研究探索推进各项
前期工作。周军平还专门带队到北京
拜访国家有关部委，争取到国家层面
的支持，又先后拜访了中远海运集团、
工商银行总行的领导，促成两家央企
在船舶融资租赁业务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

今年4月13日，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港）建设集中开工和签约海口主
会场，洋浦、中远海运、工银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海南首单
船舶注册登记和首单船舶融资租赁项
目因此正式落地。

今年6月1日至今，入籍“中国洋浦
港”国际船舶达21艘，入籍“洋浦”船籍
港的国内船舶38艘、国际船舶2艘，合
计61艘。

船籍港政策率先落地 吸引国内最大载重吨船舶入籍“中国洋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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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38分18秒，这
是2463.8万元船舶退税
款从国库返还到海南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有限公
司账户的时间。

12 月 17 日，全国首
笔“国内建造并从事国际
运输船舶退税”业务在国
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
发区税务局办结，标志着
海南自贸港“国际运输船
舶增值税退税”政策正式
落地。

在此之前，已有船籍
港登记、船舶融资租赁、
保税油加注等自贸港政
策落地实施，促进洋浦内
外贸航线不断加密，洋浦
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
运枢纽区位优势日渐凸
显。据统计，今年1月至
11 月，洋浦港口吞吐量
5221.18万吨，同比增长
14.81%。12月25日，在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第
100万个集装箱稳稳当当
地吊装在“飞云河”货轮
上，标志着洋浦港正式跨
入100万标准箱行列，翻
开了洋浦集装箱业务发
展的新篇章。从2018年
的 50 万标准箱到 2020
年的100万标准箱，集装
箱吞吐量成功破“百”，洋
浦港仅仅用2年时间。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
由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
国家合作打造的陆海贸
易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
中心，以各西部省区市为
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
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
南经广西通达世界各地，
比经东部地区出海所需
时间大幅缩短。洋浦是
海南对接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重要节点，从洋
浦可以直达东盟各主要
沿海国家，并可经中国香
港、新加坡通达全球。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
平表示，运输来往自由便
利是海南自贸港六大自
由便利政策之一，未来的
海南自贸港将围绕“中国
洋浦港”船籍港建设，建
立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
航运制度政策体系，并通
过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航运枢纽，把洋浦港
航产业打造成为超千亿
级的产业。

首条洲际航线开通 内外贸航线增至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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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洋浦小铲滩码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