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3%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224.3%

今年1至10月
儋州洋浦——

货物进出口额达758.1亿元，位居全省第一

集装箱吞吐量144万标箱，增长31.2%

《RCEP项下海南出口优势产品清单》

梳理出RCEP项下新增的

出口优势（出口关税更低）产品

共计695个品类

交通工具及游艇优势产品92 个品类

原辅料优势产品241 个品类

自用生产设备优势产品 1341 个品类

其中

梳理出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单

比RCEP项下更具优势的产品

共 1674个品类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优势产品清单》《RCEP项下海南进口优势产品清单》

梳理出RCEP项下新增的

进口优势（进口关税更低）产品

共计241 个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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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方面，此次发布的第一张
清单《RCEP项下海南出口优势产品
清单》，通过比较RCEP与区域内其
他自贸协定，梳理出RCEP项下新增
的出口优势产品（即出口关税更低），
且与海南存在产业关联，共计695个
品类，主要集中在机电、纺织、医药化
工等行业。

例如，出口到日本的以维生素为
基础的食品补充剂（HS210690295），
在RCEP生效前，此产品未受惠于任
何自贸协定，WTO 项下也维持着
23.8%的较高关税，但是在RCEP生
效后，2022年此商品的税率已降至

19.2%，且5年内将降至13.0%，并将
在2032年降至零。

在进口方面，此次发布的第二张
清单《RCEP项下海南进口优势产品
清单》，通过比较RCEP与区域内其
他自贸协定，梳理出RCEP项下新增
的进口优势产品（即进口关税更低），
且与海南存在产业关联，共计241个
品类，主要集中在纺织、机电产品、贱
金属及制品、钟表、医疗设备、化工产
品等行业。

例如，从日本进口的食品饮料工
业用混合香料及含香料混合物
（HS33021090），在RCEP生效前进

口税率为15%，但是RCEP生效后5
年内税率降为8.2%，并将在2032年
降至零。

第一张清单和第二张清单是对
RCEP与区域内其他贸易协定进行
比较，第三张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

“零关税”优势产品清单》则筛选海南
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下比RCEP项
下进口关税更低的产品，即比其他省
区市更有优势的进口产品。比如部
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单产品，在
RCEP协定中我国仍征收关税，无降
税承诺，或需5至20年，甚至35年不
等的时间关税才降至为零。经梳理，

目前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单优势
产品共有1674个品类。

其中，交通工具及游艇优势产品
92个品类，主要包括装有点燃式发动
机的混合动力电动小客车、短距离运
输货物其他牵引车、非电动短距离运
货车等；原辅料优势产品241个品类，
主要包括冷冻水果及坚果、花生酱、以
咖啡浓缩精汁或咖啡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以及未分级、已加工的养殖珍珠
等；自用生产设备优势产品1341个品
类，主要有燃气快速热水器、玩具电动
机、激光视盘机的机芯、彩色卫星电视
接收机等。（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

帮助企业读懂用好RCEP“关税减让”，我省发布“三张清单”——

聚焦优势产品 深挖政策红利

■ 本报记者 罗霞

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实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
区正式启航。RCEP与区域内
其他自贸协定相比，哪个税率
更加优惠？RCEP生效后，拥
有自贸港“零关税”清单的海
南，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有何
优势？

11月17日，省商务厅发布
《RCEP项下海南出口优势产
品清单》《RCEP项下海南进口
优势产品清单》《海南自由贸易
港“零关税”优势产品清单》“三
张清单”。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勰
解读“三张清单”时表示，“三张
清单”分别聚焦进口、出口方向，
以及海南“零关税”政策与
RCEP的比较，梳理出海南进
出口优势产品，将帮助企业读懂
用好RCEP关税承诺减让表，
推动RCEP生效实施与海南自
贸港政策制度发挥叠加效应。

RCEP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争端解决等诸多方面内容，
特别是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
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因
此，“关税减让”备受企业关注。

由于RCEP关税减让表比较庞
杂，同时RCEP区域内原已存在中国
—东盟、中国—新加坡、中国—韩国、
中国—新西兰、中国—澳大利亚等多
个自贸协定及亚太贸易协定，相同的

产品在不同的协定下税率并不相同，
RCEP项下并非所有产品进出口关
税均优于原有的自贸协定，因此用好
RCEP“关税减让”，需要精准梳理和
定位。

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和
RCEP形成的叠加效应不断增强，海
南与RCEP成员国在贸易、投资等方
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前三季度，我省
与 RCEP 成员国货物进出口额为
514.4亿元，同比增长24.2%，快于全

国16.2个百分点，占我省同期进出口
总额的35.82%；RCEP成员国加快布
局海南，新设外资企业141家，新加
坡莱佛士（海南）医疗及康养中心等
一批项目落地海南；对RCEP成员国
新增投资备案企业31家，同比增长
72.22%，实际投资3.83亿美元，同比
增长117.6%；越来越多的RCEP成
员国企业积极利用消博会平台，推动
本国优质产品共享中国大市场机
遇。不过，我省市场主体对RCEP协

定的利用水平还有待提高，“关税减
让”红利有待进一步挖掘。

为帮助企业读懂用好RCEP关
税承诺减让表，让“关税减让”更可触
及、更可利用，省商务厅梳理了“三张
清单”。“RCEP成员国与海南未来的
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很大。希望广大
市场主体结合自身生产和贸易情况，
用足RCEP规则及自贸港政策红利，
优化供应链产业链布局，不断提升竞
争力，开拓新市场。”李勰表示。

多品类产品进出口更有优势

“关税减让”红利有待挖掘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邓
钰）11月16日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
胶）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公司拟通过新设境外全资子公
司SPV，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化
新”购买其持有的HAC公司5.74亿
股已发行普通股股份（约占HAC公
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36.00%），并在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向标的公司剩

余的全部股份发起强制要约收购。
根据本次交易拟签署的《股份购

买协议》的相关约定，中化新将不参
与本次强制要约。视要约接受情况，
境外 SPV 通过强制要约至多取得
HAC公司5.55亿股已发行普通股份
（约占HAC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
的34.80%）。通过本次交易，HAC
公司将成为海南橡胶的控股子公
司。海南橡胶最终通过境外SPV至

少持有HAC公司36.00%的股份，至
多持有HAC公司70.80%的股份。

据了解，交易标的HAC公司，是
中国中化下属中化国际的控股公司，
持股比例达到65%，主要从事天然橡
胶的种植、加工和贸易业务。此举意
味着，中化国际的天然橡胶业务板块，
将纳入拥有国内最全天然橡胶产业链
的另一家上市公司海南橡胶麾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南橡胶将获

取天然橡胶及乳胶的海外加工产能，
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
海南橡胶将获得标的公司的下游客
户资源，并利用标的公司的欧美贸易
网络进一步切入全球天然橡胶贸易，
扩大公司的天然橡胶贸易业务规
模。此外，海南橡胶将获得标的公司
在喀麦隆、科特迪瓦等天然橡胶新兴
产区的天然橡胶种植园，加强国际化
种植资源布局。

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强国际化种植资源布局

海南橡胶收购中化国际天胶业务板块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今年初，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战略
正式实施，10个月过去了，成效如何？

在11月17日下午举行的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新时代新征
程新伟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打
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专场新闻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披露的一连串数
字给出了答案：儋州洋浦主要经济指
标逆势增长，“1+1＞2”的聚合效应
初步显现，“儋州因洋浦而更加开放，
洋浦因儋州而更有深度”的愿景正成
为实景。

今年1月至10月，儋州洋浦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5.3%；实际利用外资
增长224.3%；货物进出口额达758.1

亿元，同比增长36.5%，对全省外贸增
长的贡献率为41.4%，位居全省第一，
特别是10月份首次历史性实现单月
破百亿元；集装箱吞吐量144万标箱，
增长31.2%，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当前，全市上下正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团结奋进、
凝心聚力，将一体化改革成果转化为
发展红利。聚焦‘开放’和‘深度’，全
市将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推动高
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四个方面久久为功、有所作
为。”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兼洋浦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邹广说。

今年9月，洋浦保税港区在全国
137个参与考核的特殊监管区域中排
名第27位，首次进入全国特殊监管区
域A类行列。儋州洋浦打造海南自贸
港“样板间”“压力测试区”成效明显。

截至2022年 10月，海南“零关

税”货物累计进口137.13亿元，其中
儋州洋浦 109.9 亿元，占比达到
80.1%，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款18.82
亿元，有效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

海关部门积极推动“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在洋浦保
税港区先行先试，推进“径予放行”

“单侧申报”“加工增值免关税”等8
项创新政策在洋浦保税港区率先落
地见效。其中，加工增值免关税是国
内首创，而且是自贸港最具含金量的
政策，洋浦保税港区已成为全国最具
活力的开放高地。

海口海关副关长田涛介绍，海关
部门正积极推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推广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符合条件
的试点企业，以更大力度推动高水平压
力测试，让更多的海南企业享惠受惠。

以海南炼化为“头部”的石化产
业，是儋州洋浦的支柱产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能
力’，这为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海南炼化董事长汪剑
波说。

在百万吨乙烯项目已带动巴陵
新材料、奥克化学等企业落地洋浦的
基础上，海南炼化将进一步强化海南
石化新材料产业“链长”担当，以做大
本岛转化的产业腹地和“少油宜芳多
烯”的石化产业基础，为洋浦聚集高
附加值的石化新材料产业筑巢引凤。

党的二十大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擘画了美好蓝图。“我们将主动参与
自贸港压力测试，走外向型集约化内
涵式发展之路，优化存量并科学布局
增量，将工业投资转向高技术、新材
料、高附加值领域，为儋洋打造海南高
质量发展第三极注入强劲动力。”汪剑
波表示。 （本报洋浦11月17日电）

儋洋一体化以来，主要经济指标逆势增长

“1+1＞2”聚合效应初步显现

海南10名税务干部
获评“最美税务人”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曲易
伸）省委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
税务局近日联合举办首届“海南自贸
港最美税务人”发布仪式，来自海南税
务系统的10名税务干部获评首届“海
南自贸港最美税务人”称号。

“海南自贸港最美税务人”（以下
简称“最美税务人”）学习宣传活动启动
以来，经过动员、推荐、评议等环节，共
评选出高江林、林明聪、张小春、阳琪
辉、钟英杰、胡光平、王幸平、陈宏权、吴
佳蔚、陈宗智等10名“最美税务人”。
他们有的来自省局机关，有的来自基层
分局，有的来自稽查一线；他们在工作
上勇担当，在作风上强表率，以满腔的
热情、精湛的业务，诠释了“忠诚担当、
崇法守纪、兴税强国”的税务精神。

海南控股启动
清廉国企创建工作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黄丹）11月16日，海南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召开创建清
廉海控动员部署会，启动清廉国企创
建工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省委八
届二次全会精神。

根据海控党委实施方案，清廉海
控创建将紧紧围绕“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和海控三大战略定位，将
创建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
深度融合，聚焦工程建设、招投标、大
额资金使用、国有资产管理、物资采
购、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关键岗位，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构建
阳光清廉的国企监督体系，做实以案
促改、以案促治，推动“三不腐”同时发
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不断强化党
性教育、政德教育、警示教育和家风教
育，努力打造与清廉自贸港目标相匹
配、与公司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与职工
群众愿望相呼应的清廉海控。

新闻发布

本版制图/孙发强

◀上接A01版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优化营商环境，

说宏大也宏大，因为它需要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制度安排。优化环境，说具体也具体，因为它
需要带给市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对
于市场主体来说，好的营商环境往往就体现在政
府部门与市场主体相互支持的“亲”“清”交往
中，体现于政府部门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贴
心服务中。为此，近年来海南坚持以制度集成创
新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建立“有事必应、无事不
扰”制度，不断推动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也正是
在这样的努力下，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成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一大亮点，促进了政策红利加速
释放，吸引了投资者前来海南共享开放机遇，助
推高质量发展。

实践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的是市场主
体的创业热情、创新动能，考验的是一个地方的
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经过四年多的奋力打拼，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迈上了新的历史起
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部署未来五年工作时，特
别提到“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以预
见，随着全岛封关运作全力推进，各项政策加速
落地生效，将有更多投资者涌入海南，也会催生
更多新领域、新业态。这给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带
来了新的考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省委八届二
次全会再次强调，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营商环境
优化；切实做到有事必应、无事不扰、有诺必
践。念兹在兹，一以贯之，既是对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自觉贯彻，又是对实践成果的巩固拓展，也
是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高质量发展没有止境，优化营商环境没有
休止符。紧紧扭住制度集成创新这个“牛鼻
子”，持续锻造服务的硬功夫，为市场主体当好

“红娘”“保姆”“店小二”，才能不断增强市场主
体的获得感，激励市场主体提升对高质量发展
的贡献度。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上接A01版
初步形成特色突出、链条完整的贷后服务产业架
构，社会就业效益也已显现。”产业园运营方、勤信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伟表示，目前产业园已
吸引超300名金融、法律等专业在内的人才工作。

入驻园区的海南众品律师事务所相关负责人
肖赟介绍，律所去年8月从澄迈迁到五指山，带来
了8名律师和一批法律助理等专业人才，并与海
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签订学生实习协议，助力五指
山人才集聚。

产业发展，制度先行。针对贷后服务产业，目
前，五指山已制定《五指山市支持发展贷后服务产
业的若干措施》《五指山市金融风险防控联席会议
制度》《五指山市贷后服务产业个人信息安全管理
实施细则》《五指山市呼叫行业行为准则》等多项
制度，通过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合同前置审查制、
特殊群体保护制、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等监管措
施，为贷后服务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引入新兴产业，守住合规底线是产业健康发
展的前提。五指山相关部门实行“强监管”原则，
加强合同管理和行为管理，坚决杜绝恶意催告、违
规诉讼、随意使用个人信息等违规行为，确保产业
规范发展。

优化流程 发展提质

构建贷后服务产业给五指山带来的一个显著
变化，是金融诉讼案件立案数的增多。如何改变
传统审判模式应对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同时发
挥好调解作用从源头解决问题，是走好贷后服务
产业“这盘棋”的关键。

“今年1月至9月，全院累计受理贷后服务类
案件新收立案申请8550件，通过网上成功立案
6384件，线上审结6105件。”五指山市人民法院
副院长蔡文介绍，该院依法提供和完善多元化化
解小额消费金融贷款纠纷平台，通过约定管辖、多
元化解、批量审理、智慧审判、有限执行等司法手
段，化解小额信贷金融风险。

在案件受理中，法院优化程序，减少诉累，依
法适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审
理，缩短案件办理周期，做到一审终审、快审快处、
文书电子送达。此外还利用科技法庭对案件授信
时间、利率等进行要素化提炼，运用批量庭审直播
系统集约化快速审理案件，提升办案质效。

案件执行方面，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系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全覆盖查控，针对贷后
金融法律服务案件小额的特点，依法对财产账户
余额进行有限处置，人性化执行，对积极应诉的部
分因病、残疾困难群体，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暂缓
对其采取执行措施，努力促成金融机构与特困群
众达成调解、执行和解。

五指山市人民调解委员还将把金融调解中心
设进产业园，积极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
设，促进金融纠纷源头治理，畅通金融消费者权利
保护渠道，引导案件当事人通过非诉方式解决金
融纠纷，降低各类成本。

（本报五指山11月17日电）

五指山发力
金融服务新产业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