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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厦门将建数字疾控联合

实验室
近日，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厦门数据智能研

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立

“数字疾控联合实验室”，开展疾病预防控

制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研究。

厦台客滚货运量创新高
据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介绍，今年

第一季度，厦台客货滚装航线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2591 标箱，同比增长 51.5%，创下新

高。其中 3月份同比增长 136.7%，增幅尤其

明显。

“货量猛增的主因，是厦台客货滚装航

线积极提升服务，弥补疫情防控期间两岸

空中运力缺口。”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日

益增长的箱量，为保证运送时效，有关各方

推出不见面审批、“随约随检、即查即放”、

货运堆场“24 小时在线”等举措。3月份，进

口通关时间环比压缩 11.47%，出口通关时

间环比压缩 62.09%。

中欧(厦门)班列货量逆势增长

厦门海关
出台 12 条支持措施
针对近期中欧(厦门)班列货量猛增的

情况，厦门海关出台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

12 条措施，充分利用厦门口岸中欧班列集

散中心优势，引导企业通过中欧(厦门)班列

运输出口，多项措施支持班列扩线增量。

据统计，今年前 3 个月，厦门国际班列

开行 67 趟，载货 6106 标箱，货值 2.34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148%、160%、153%。特别

是 3月份，厦门国际班列开行 33 列，载货

2958 标箱，货值 1.13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7%、153.3%、152.6%，各项数据均创历史

新高。

近日，记者从市金融监管局获悉，为鼓励融资租赁公司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厦

门出台多项措施，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

鼓励设立高质量融资租赁公司

给予落户奖励、购租房补贴、增资奖励等

支持设立股东实力雄厚、

业务经营合规、风控能力强、

服务实体经济到位的融资租

赁公司。对境内外具有实力的

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大型央

企、民企 500 强、台湾地区百

大等）在厦门新设立、收购控

股或从市域外新迁入的融资

租赁法人企业，给予一次性落

户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

元。

对符合规定的融资租赁

法人企业，给予购租房补贴:

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按购房

合同的 10%给予一次性补贴，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分 3 年

平均支付；租赁自用办公用房

的，连续 3年给予租房补贴，

每年按房屋租金的 40%给予

补贴，累计补助额不超过 500

万元。

引导融资租赁公司明确

市场定位，集中力量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特定领域。在飞

机、船舶、工程机械、医疗设备

等传统领域进一步做大做强，

积极拓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

保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文化产业市场，实现专

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为支持融资租赁公司增

强资本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和风险承受能力，对已在本

市注册设立且符合落户奖励

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若已

获得一次性落户奖励，但后

续增资后累计实收资本达到

高一级实收资本规模的，补

足奖励差额部分；未获得一

次性落户奖励、后续进行增

资的，对当次增资规模按新

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实收资本

奖励标准的 50%予以奖励，

多次增资规模不可合并计

算，累计增资奖励最高不超

过 250 万元。

鼓励融资租赁公司扩大业务规模

在自贸试验区等设立子公司可不受最低注册资本金限制

鼓励融资租赁公司扩大

业务规模，提高综合经营水

平，服务实体经济。对经营满

一年以上、年实际租赁额达

5000 万元及以上的融资租赁

公司，购入设备并被厦门企业

法人或其他组织租赁使用的，

按照该笔业务当年度开具增

值税发票的不含税金额的 5%

给予业务奖励。对于符合规

定的售后回租业务, 可用租

赁合同及经开户银行盖章的

租金进账单替代增值税发

票。单家企业单笔业务奖励

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每年度

总奖励金额不超过 300 万

元。

支持融资租赁公司创新

融资租赁经营模式，提升服务

水平。融资租赁公司在自贸试

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

专业子公司和特殊项目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按照规

定可以不受最低注册资本金

限制。鼓励银行、保险、信托、

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融资租

赁公司的支持力度。

完善融资租赁业监督体系

建立内外资统一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加强行业统筹管理，建立内

外资统一的融资租赁业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体系，实现准入标准、

经营范围、交易规则、监管指标、信

息报送、监督检查等方面的统一。

加大融资租赁业清理排

查力度。对于依法合规经营的

融资租赁公司，划归正常经营

类并纳入监管名单。对于无实

际经营活动、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等经营

异常的融资租赁公司，划归为

非正常经营类，经整改验收合

格后，可纳入监管名单；拒绝

整改或整改验收不合格的，依

法采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

措施。对于违法违规经营类企

业，依法处罚或取缔，涉嫌构

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出台多项措施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

被迫按下“暂停键”的跨国车企开

始刮起“裁员”风。继通用汽车、福

特汽车、特斯拉等车企宣布裁员

之后，更多的跨国车企加入到裁

员行列。

据外媒报道，近日，本田、日

产、丰田、斯巴鲁、三菱、马自达等

日系车企均发布了不同程度的裁

员或停薪计划，涉及区域包括北

美、欧洲、日本等。此外，大众汽

车也表示自 4 月 11 日起在美国

田纳西州的组装厂暂时解雇

1500 名工人，以应对疫情带来

的冲击。

日系车企掀裁员潮

日本作为全球三大汽车生

产国之一，日系车企在疫情发生

以来受波及尤为明显。目前，由

于海外零部件供应量下滑，加

上消费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下

降，包括丰田、日产、本田、马

自达、铃木、斯巴鲁、三菱和大

发在内的日本八家车企已经全

部发出将暂停日本国内的汽车

生产计划。

不仅如此，据《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不完全统计，丰田、本田、

日产、马自达等车企在北美、欧

洲、非洲等多地的工厂已关停超

过 20 座。数据显示，今年 2月，日

本八家车企全球生产总量约为

187 万辆，比 2019 年同期减少约

15%，预计 3 月份产量会进一步

下降。

据外媒报道，在日本八大车

企陆续暂停日本国内工厂后，日

产、马自达、三菱计划让其日本国

内共约 2万名员工暂时下岗。报

道称，由于零部件采购出现混乱

和全球销量减少愈发严重，对雇

用和工资的负面影响或将进一步

扩大。而长期停工导致车企难以

通过调休等方法应对，进而不得

不进行裁员。

北美、欧洲受波及

值得关注的是，日系车企的

停工裁员计划不仅发生在日本国

内，北美、欧洲等市场也涵盖其

中。据外媒报道，本田、日产、丰

田、斯巴鲁等车企在北美和欧洲

均发布了裁员或停薪计划。

其中，本田将在 5 月 1 日前

对其美国近 1.44 万名员工采取

暂时休假措施。据悉，自 3 月 23

日起，本田在美国的工厂开始暂

停生产，初始计划于 3 月 31 日复

工。但眼下美国疫情仍十分严峻，

本田美国工厂停工计划将延期至

5月 1 日。

相比本田，日产的裁员计划

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外媒报道

称，为了节约成本，日产将在欧洲

和美国临时裁减 2 万名员工，这

也是日产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具

体来看，日产将在美国的三家工

厂裁员约 1万人，在英国的工厂

裁员约 6000 人，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工厂裁员约 3000 人。

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丰

田、日产、三菱、本田、马自达和斯

巴鲁等 6家日系车企在美国市场

的销量共计约 27 万辆，同比下滑

43%，4 月预计下滑幅度将扩大至

80%左右。

日产危机

与其他日系车企相比，在疫

情之下，日产面临的难题或许更

加“剪不断理还乱”。

自卡洛斯·戈恩被捕事件之

后，雷诺 -日产 -三菱联盟似乎

一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平静。日

前，据外媒报道，雷诺 -日产 -

三菱联盟计划终止那些几乎没有

盈利希望的产品和业务，日产将

关闭其在西班牙的工厂，而雷诺

则将考虑撤出中国市场。

对此，雷诺中国相关负责人

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

们不对任何猜测进行评论，雷诺

集团在中国具有长远发展战略。”

数据显示，2019 财年（3~12

月）前三个财季，日产汽车实现

营收 7.5 万亿日元，同比下滑

12.5%；营业利润 543 亿日元，同

比下滑 82.7%，营业利润率为 0.7%，

低于去年同期的 3.7%；净利润为

393亿日元，同比下跌87.6%。值得

一提的是，这是日产自 2009 年 4

月至 6月以来首次出现季度净亏

损。

不仅如此，日产将截至 2020

年 3月的全财年营业利润预期从

此前预估的 1500 亿日元下调至

850 亿日元；净利润从此前预期

的 1100 亿日元下调至 650 亿日

元。此外，2019 年，日产对雷诺业

绩的贡献从 2018 年的 15.1 亿欧

元暴降至 2.42 亿欧元，锐减 84%。

这也使得雷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亏损 1.41 亿欧元，为其 10

年来出现的首次亏损。

据了解，雷诺 - 日产 - 三菱

联盟将于今年 5 月公布中期战略

计划。今年 2月初，雷诺 -日产 -

三菱联盟宣布达成全新框架协

议，进一步强化商业模式与组织

架构。

作为振兴方案的一部分，联

盟将共同创建一种领导 - 伙伴

式的合作模式。在市场区域方面，

三家成员公司确立了在特定区域

的标杆公司：联盟在中国市场的

标杆公司为日产，在欧洲市场的

标杆公司为雷诺，在东南亚市场

的标杆公司为三菱。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