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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进口关税今年下调
想买进口车最好再等一等

汽车关税下调后买进口车会更实惠，同时将促使自主品牌参与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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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青羊青山中西医诊所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均遗
失。现通过成都商报公告，挂失作
废。税号为511224197501235591；
挂失人：姜青春
●成都承起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章
5101009190343遗失，声明作废。

●青白江区易旭俊蔬菜店税务登
记证青国税税字5101131975060
4502X号正本遗失作废。

●张学东遗失世茂城购房收据，收
据号为：66380，金额为：244119元，
开具内容为：房款21-1-602（二
期），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汶川县顺华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3221000004298） 因故遗失。法
人代表：赵文仲，该证自声明之日
起失效，特此声明。

●李贤惠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第三联： 报税联， 发票代码：
151001722002， 发 票 号 码 ：
01211992，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SVCL6BM1JN027328， 金 额 ：
155900元，声明作废。
●现有蜀汉路某大型物业出租，
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共约3.5万平
米，招租公告见东方电气集团官网
“公司公告”栏。

●本人梁涛位于北湖印象合同
编号为808、5期3幢2单元2楼2
号的房屋收据遗失，以新开据
的为准。
●四川嘉宝资产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开具给锦江区京茶町
奶茶店收据单(票号:2184996,金
额:2000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徐炼、段亚玲于2016年5月20日
购买成都泛悦北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泛悦城市广场楼盘3栋2单
元2202号房首付款收据 aFYBC�
0189号（金额403960元）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店 铺
●小天东街5号1-2层招租，3300
平米，电话：028-89999999

厂房租售
●温江科技园新装厂房28000平出

租1万起可分割13908184669

招 商
●承接环氧地坪漆15328180551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在过去的一周，由于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推特上不断“怒怼”亚马逊，使
其股票价格上下波动，犹如坐过山车
一般一度超过7.4%。不过，相比标准
普尔500指数4.3%的高低波动率，手
上握有亚马逊股票的投资人，在过去
三个月大涨了大约13%。

随着亚马逊的商业模式——通过
挤压供应商压低价格，把仓库和消费者
直接联系在一起，没有了中间服务环节，
成本自然降低：手指一点即可购物，价格
又便宜，而且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把大量
的销售从实体商店挪到了网上。

然而亚马逊的“好日子”，随着美
国总统特朗普对它的密切关注，似乎
就要走到尽头了。一周以来，特朗普
五度在推特上狠批亚马逊，指责亚马
逊支付的税款不够，称它利用美国的
邮政系统以及使天量的小型零售商
破产，大量员工为此失业。事实上，亚
马逊的体量已超过全美8大零售巨头
（包括沃尔玛、塔吉特、梅西百货等）
的总和。但是，据最新数据显示，在过
去9年，亚马逊只缴纳了14亿美元企
业所得税，而其对手沃尔玛则缴纳了
640亿美元，高出46倍之多。

据《名利场》杂志报道，在采取的
所有一切措施中，特朗普的顾问们建
议他，可以参与试图让“五角大楼取消
亚马逊的未决合同”，起到警示作用。

此事公布后的第二天，彭博社报
道称，特朗普与甲骨文公司的首席执
行官萨夫拉·卡茨以及科技投资者彼
得·泰尔共进晚餐。虽说五角大楼的
合同是通过招标获得的，但特朗普的
潜在用意不言而喻。目前，五角大楼
还没有完成这宗交易，但亚马逊确实
有一个基本的优势，其“云”服务已获
得最高级别的安全认证，而许多竞争
对手则没有。比如IBM、微软和甲骨
文公司，全都是“云”服务的供应商，
他们与政府合作了数十年，也具有机
会赢得部分或全部的“联合企业国防
基础设施”合同。不过，特朗普即使想
阻挠五角大楼给亚马逊合同，亚马逊
还是有可能获得国防部的10年期订
单，总值达到100亿美元。因此，财经
分析师预测亚马逊股票在未来12到
18个月内，还将上涨超过18%。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虽然给消费
者带来实惠，却也挤压了成千上万
的工作岗位，保守估计去年美国零
售业有5万人失业，今年这个情况还
将延续。每次某些产业的升级，对其
相关的传统行业而言，往往是“降维
打击”。而电商的发展对整个社会而
言，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拭目以待吧。

华泽钴镍迎来第15个跌停
因拖欠审计费无法按期披露年报

亚马逊的“好日子”快到头了吗？
■文/陈思进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两只龙头股震荡
释放了哪些信号？

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国
宣布，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同时今年将
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随后，财
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博鳌亚洲论坛分
论坛上表示，将认真落实，抓紧提出降
税具体方案，建议按程序报批后，争取
早日实施。

中国整车进口关税税率目前为25%，
该税率从2006年7月稳定至今。尽管国家
此前多次提出未来将有序降低汽车进口
关税，但此次明确了降低进口关税的时
间点，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对车企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降低幅度的大小

纵观世界，日本汽车进口是零关税，
美国是2.5%，韩国是8%，欧盟是10%，而
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分别为60%、
35%和33%。

中国进口汽车关税比例如果降到
25%~15%之间，那么国内一线自主品牌
在面临全球市场竞争压力的同时，还是
有着一定的关税优势。而对于一些主要
利润来源靠合资的车企来说，也并不会
从根本上动摇其靠合资车盈利的模式。

如果降低到10%~15%，则进口车与
国产车仍有一定程度价差，对中国汽车
产业价格体系影响有限。而更进一步，如
果降低到10%及以下，可能大部分外资企
业会觉得没必要再更进一步在中国投资
建立合资工厂，而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出
口更廉价的汽车到中国市场。

汽车关税下调
将助推自主品牌加速前进

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迅猛发展，目
前已经形成了进口车、合资车、自主品牌
车三分天下的局面。那么，进口汽车关税
下调会打破这种局面吗？很显然，关税降
低就意味着进口车会以更低的价格进
来，连锁反应就是合资企业的产品也会
降价，最后会挤压到中国自主品牌的价
格区间。

这样看来，中国自主品牌的利润可能
会更低，发展起来可能会更有难度。但从
长期来看，这样的关税比例调整将会优化
行业格局，促使国内部分一线自主品牌能
真正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其实，今年开年以来，长城宝马牵手
成功、吉利入股戴姆勒等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事件，已经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
自主品牌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
广汽、吉利等高端车型也在一次又一次
地向合资品牌发起冲击，自主品牌的第
一阵营已开始同合资品牌掰起了手腕，
这也是政府降低进口车关税的底气所

在，同时也是在助推自主品牌加速前进。

中端进口车
挤压中高端国产车型市场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进口车价格下
降，对于经济型车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售
价在20万元~40万元之间的中端进口车
型，则会对20万元以上的国产车型价格
带来较大冲击。

4月11日，记者联系了目前采用纯进
口的品牌中销量较大的雷克萨斯，其公
关部负责人表示，国家释放的这个信息
他们也是刚得知，“但现在没有细则出
台，雷克萨斯会密切关注最新的情况，对
于保持并提升产品竞争力，这是一个好
消息。”

可以预计，近年来销量节节攀升的
雷克萨斯一旦享受到下调关税的福利，
不仅将继续与德系三强更加激烈地争抢
豪华车市场，还将会进一步抢占合资中
高端车型的市场。不过，雷克萨斯也表
示，至少现在还没有增加销量目标，提高
进口数量的计划。

另外，进口关税的进一步下降也会
让还没有合资或在华投产的品牌，如雷
克萨斯、斯巴鲁、特斯拉等品牌重新衡量
独资国产与进口的利弊。

纯进口品牌
目前暂无扩大进口量计划

除了那些纯进口的品牌，国外的汽
车品牌虽然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工厂生产
地产车，但基本上还是会保留一部分的
进口车型，在合资车渠道销售或单独建
立销售渠道，比如我们熟悉的奔驰、宝
马、奥迪、大众、捷豹路虎、丰田、日产、福
特等都在同时销售进口车型。但这些进
口车型的销量都不大，主要分为小众的
个性车和价格高昂的旗舰车型。那么，降
低汽车进口关税后，上述品牌会考虑扩
大进口车占比吗？

丰田中国公关部室长徐一鸣告诉记
者：“目前没有具体的细则和标准，不会
对丰田中国的销售和其他发展带来特别
的影响，还是会按照原有的计划稳步推
进在中国的发展。”日产中国对此事的态
度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任何具体政策的
发展情况，并据此制定相应计划。”

总的来说，汽车进口关税降低，最大
受益者是进口车的汽车经销商，成本下
降，利润提升；同时，对国内消费者也是
利好，大家不仅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
进口车型，还可能有更多的车型选择。而
对国内汽车企业则是喜忧参半，关税比
例降低到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只能等待
国家的细则出台。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影响
自主品牌的利润

可能会更低，发展起来
可能会更有难度。但从
长期来看，关税比例调
整将会优化行业格局，
促使国内一线自主品
牌能真正成为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企业。

利好
最大受益者是进口

车的汽车经销商，成本下
降，利润提升。同时，对国
内消费者也是利好，不仅
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
进口车型，还可能有更多
的车型选择。

进口车的综合税费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17%）三项。
关税降低后，消费税仍然根据排量大小来设定，比如排量在1.0升
以下（含1.0升）仅为1%，而排气量在4.0升以上则高达40%。

关税降低
进口车价能降多少？

进口汽车综合税计算

1.报关价（到岸价）；
2.关税：排量在4升以下（含4升）税率为25%，报关价×关税税率；
3.消费税：25%（报关价+关税）/（1-消费税率）×消费税率；
4.增值税：税率为17%；应纳增值税：（报关价+关税+消费
税）×17%；

以下以一辆报关价为30万元，
4.0排量的进口车为例，进行比较

1.按现行关税计算，这辆车的关税为300000×0.25=
75000元，消费税125000元，增值税85000元，总税费28.5万元。

2.如果关税下调到15%，同样一辆车的关税为45000元，
消费税为115000元，增值税为78200元，总税费23.82万。

相比关税下调前，总共节约4.68万元。

4月12日，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ST华泽，000693）迎
来第15个一字跌停板。公司公告称，
原定于2018年4月27日披露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第一季度
报告，现预测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
露上述定期报告。

对于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
原因，华泽钴镍称主要是大股东拖
欠审计费所致。公司还表示，因大股
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问题，
公司没有正常的现金流维持正常运
转，已发生严重的现金支付困难，造
成拖欠员工工资和财务支付困难，
欠缴巨额国家税金等问题。根据此
前公司公告，2017年度预计亏损14
亿~19亿元，公司股票将因连续三
年亏损被暂停上市。

华泽钴镍大股东为陕西有色富
豪王应虎家族。王应虎1994年创办
陕西星王集团，2013年9月，其旗下

“陕西华泽钴镍金属有限公司”注入
彼时濒临退市的S*ST聚友。2014年
1月，重组完成后更名为华泽钴镍。

王应虎安排女儿王辉、儿子王涛分
别持股19.77%、15.49%，成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然而好景不长，从2015年开始，
华泽钴镍便出现业绩低迷。同时，根
据此前证监会调查，作为控股股东，
王应虎家族通过陕西华泽借用天慕
灏锦、臻泰融佳、陕西盛华等公司的
名义进行关联交易，向星王集团等
关联方提供资金，占用华泽钴镍资
金，合计占用余额13.29亿元——这
也正是拖垮上市公司的直接原因。

2018年1月31日，华泽钴镍收到
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宣布王
涛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同时对王应虎采取10年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

华泽钴镍昨日再度“一字跌
停”，截至收盘，该股报6.11元，仍有
75万手卖单封板。此前，有机构曾将
公司的估值从停牌前的12.5元下调
至0.55元，彻底沦为“垃圾股”之列。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5月1日起 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大盘三连阳后，昨天市场重新
陷入调整。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市
场再度走弱？此外，两只龙头股昨天
出现宽幅震荡，这又向市场发出了
怎样的信号？

先说一下大盘，本周前三个交易
日，市场趋势原本是有所好转的。沪
指连续三天反弹，大盘蓝筹股、白马
股纷纷回暖，指数也开始逐渐回补前
期巨大的跳空缺口。但此前我也说
了，中美贸易争端、海外市场的走势
反复无常，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使得
A股市场的后市有些扑朔迷离。所以，
昨天一开盘，沪深两市就纷纷陷入调
整。尤其是权重板块，如银行、航空、
水泥、有色金属等板块，都出现明显
调整。个股方面，昨天两市跌停个股
数量不少，而且都比较有特点。主要
是以次新股为主，尤其是前期大幅炒
作的次新股，好几只出现了跌停。而
说到这些次新股，有两只龙头的宽幅
震荡就不得不多说一下。

一只是万兴科技。3月份，股价
从45元附近起步，到4月10日最高涨
到167.7元。但也就是这一天，万兴

科技从涨停到最后大跌逾6%，套牢
不少追高的人。而昨天，万兴科技再
度大跌4.25%，跌破5日均线；另外一
只是盘龙药业，此前连续7个涨停，
然后停牌核查。昨天复牌后，最终大
跌6.08%，全天振幅高达14.5%。类似
的如此前“6连板”的必创科技，昨天
复牌后涨停开盘，最终大跌5.13%，
全天振幅高达16.75%。这几只龙头
股可以说是次新股的风向标，如果
接下来继续调整，则有可能影响整
个次新股板块的炒作热情。

对于后市，现在看来，回补缺口
之路或许将不会平坦，而沪深300指数
和上证50指数也有可能再次考验年线
的支撑。另外，创业板指数在4月2日见
到高点后，也逐渐回落到了年线附近。
所以，接下来大盘很可能还会延续一
个反复震荡的过程。 （张道达）

据央视报道，国务院昨日召开常
务会议，确定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措施，缓解看病就医难题提升人
民健康水平；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
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顺应民生
期盼使患者更多受益。“看病贵”、“因
病返贫”在癌症患者中时有发生，如
今抗癌药零关税的迅速落地，引发各
方极大关注。

采取综合措施
让救命药降价惠民

昨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从
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
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
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
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
抗癌药实现零关税。较大幅度降低抗

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这对
于长期使用进口抗癌药的患者来说，
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

目前我国的进口药通过招标、流
通、谈判采购等流程进入各省医院或
零售药店，具体品种能否及时纳入医
保、流通环节能否简化，都直接影响
着最终患者手中进口“救命药”的价
格。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研究
综合措施，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
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
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研究利
用跨境电商渠道，多措并举消除流通
环节不合理加价，让群众感受到急需
抗癌药价格有明显降低。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
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
行总裁康韦曾对记者表示，在此之前

中国已对进口药品的关税进行了下
调，毫无疑问国务院这项举措将进一
步降低中国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有
利于提高患者对创新药物的可及性，
相信这项措施是健康中国战略的一
部分，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措施。

加快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发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可以提高医疗服务
效率，让患者少跑腿，使更多群众分
享优质医疗资源。会议确定，一是加
快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预约诊疗、
检查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允许医疗
机构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二是推进
远程医疗覆盖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

院，推动东部优质医疗资源对接中西
部需求，建立互联网专线保障远程医
疗需要。三是推行医保智能审核和

“一站式”结算，健全“互联网+医疗
健康”标准体系。

有分析认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应用和发展对于提高健康医疗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扩大健康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居民
对健康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具有重要作用，也必将带来健康医疗
服务模式的重大变化。如今，确定发
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措施，将进
一步缓解患者看病就医难题。对从业
企业而言，如何吸引更多的医院及医
联体加入平台建设，如何打通医院的
数据关卡，盈利模式及应用场景仍是
值得探索的课题。（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