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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财经速递

红动中国

2020 厦门工博会

将于 7月 9日启幕
海峡两岸规模最大的工业展———2020 厦

门工业博览会暨第 24 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

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厦门工博会(台交会)”)

将于 7 月 9 日 -7 月 12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这不仅是疫情以来厦门市举办的首

个产业会展活动、首个大陆涉台会展活动，同

时还是厦门工博会首次市场化运作，由国贸

控股集团旗下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全

权运营。借由厦门工博会的启幕，厦门会展业

释放出强势复苏信号，迎来发展新机遇，也将

为两岸工业、制造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今年工博会将同期举办 2020 中国厦门

国际水展、2020 厦门印刷包装暨广告技术展

览会、2020 厦门轨道交通暨智慧物流博览会、

2020 厦门环保及流体机械展览会。其中，厦门

国际水展首次亮相厦门工博会，将汇聚

Polymer Technology、安吉尔、碧水源、埃克森

环保等相关水产业知名品牌。

厦门出台电影行业

税费优惠政策
日前，为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财政部联

合税务总局出台电影行业税费优惠政策，包

含免征电影放映服务增值税和文化事业建设

费等。

政策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这里所称的电影放映服

务，是指持有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利

用专业的电影院放映设备，为观众提供的电

影视听服务。

同时，政策提出，电影行业企业 2020 年

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8

年。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电影行业企

业限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

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

传播电影的企业。

此外，电影行业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在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公告规定应

予免征的税费，可抵减纳税人和缴费人以后

月份应缴纳的税费或予以退还。

厦门小微企业、个体户

可延缴所得税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小型微利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 2020 年所得税

有关事项的公告》，助力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全面恢复生产经营。

据悉，公告内容分为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延缓缴纳政策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

纳政策两个方面。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提

出，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

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

所得税，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

纳。

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提出，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个体

工商户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

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可以暂缓缴

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

报期内一并缴纳。

疫情改变商业：

□杨霞

上海的顺丰快递员小汪

发现，过去 5 个月，找他和站

点内的同事寄国际包裹的明

显增多了。据他描述，“这些

寄往海外的包裹主要口罩、

防护服等个人防疫物资，大

多数都是寄给亲戚、朋友，

2-3 月份最多。”

这还只是顺丰疫情期间

业务繁忙的一个缩影。

2020 年 1-4 月，顺丰的

快递物流业务量分别为5.66

亿票、4.75 亿票、6.79 亿票、

6.11 亿票，分别同比增长

40.45% 、118.89% 、93.45% 、

88.00%。

据顺丰集团 2020 年一季

度报告显示，业务量营业收

入达到 319.53 亿元，同比增

长 38.1%。一季度，顺丰的快

递市场占有率排名也挤进行

业前三，仅次于中通的 18.9%、

韵达的 15.2%。

对于过去几年深陷业务

增速放缓压力下的顺丰而

言，这一数据非常罕见。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近

20%，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的逆向增长了 5.9%。快递行

业从 3 月份从疫情中逐渐恢

复到去年的水平。

疫情虽然影响快递企业

短期业绩，但并未影响快递

企业内在价值。相反，疫情一

方面加深了消费者对于快递

重要性的认知，另一方面有

利于电商渗透率的提升，快

递企业将从中受益。

这主要得益于顺丰在疫

情期间坚持运营，而“通达

百”等电商快递企业复工进

度更慢，期间，顺丰自去年推

出的面向电商客户的新产

品———特惠专配的业务规模

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受特惠专配新产品带动，

其业务量增速一直保持着不

错的增长势头。顺丰这一下

沉策略已然奏效。

顺丰在疫情期间积极承

担了很多公益物资运输，尤

其是航空公益运输，增加了

营业成本，短期内对业绩有

所影响。但企业正面曝光率

增加，中长期来看为顺丰带

来了品牌提升，待经济形势

恢复后，还可能会带来叠加

效应，有利于企业后续的融

资活动展开，进一步开拓高

端商务件。

不同于其他以电商小件

包裹为主营业务的同行们，

顺丰过去几年的战略明确：

在夯实快递主业的基础上

朝着综合物流服 务商 转

型，在快运、同城、冷链、国

际以及商业等板块均较早

布局，并且营收占比逐年增

加。

商务件是顺丰的主营传

统快递业务板块，以时效、高

价为特色，在 2019 年贡献了

超过一半的营收。与此同时，

顺丰的国际、冷链、同城、快

运等新兴板块，均迎来长期

利好。

以国际业务为例，顺丰国

际业务目前主要与顺丰航空

相互协同。顺丰航空在 2009

年成为中国首家民营货运航

空公司，现今已发展为国内

全货机数量最多的货运航空

公司。

在国内疫情严格防控期

间，顺丰航空贡献突出。自今

年 1月 24 日起，顺丰航空增

开多个国内、国际航班。在 1

月 24 日至 3月 11 日，顺丰航

空累计执行驰援航班 190 个，

运输防疫物资超过 4600 吨；

顺丰国际累计运抵国内的来

自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

西亚、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

的海外防疫物资超过 1200

吨。

自 2 月底以来，顺丰航空

密集开通了多条辐射东南

亚、触达欧洲的国际航线，并

且在 4 月新增一架在运营的

全货机，机队规模增至 59

架。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顺

丰国际业务将继续加强与

顺丰航空、外部航空协同合

作，发展更多全货机国际航

线，以有效满足“中国制造”

国际供应链物流运输时限

需求。

除了依托自有的全货机，

顺丰还配合采取包机的模

式、飞机租赁业务模式，以更

全面的航空运力布局国际业

务。

资金弹药充足的顺丰快

运有望在激烈的快运市场

竞争中获得优势。与此同

时，生鲜、医药冷链以及同

城业务等板块均在疫情中

迎来政策利好，顺丰在这些

领域具有先发布局优势与

品牌优势。

（选载自《界面财经》）

从金融危机到后疫情时代：

□田思奇

新冠疫情带来的边境封

锁和商业活动停摆，让唱衰

全球化的声音有了放大音量

的契机。人员、货物、资本、服

务的跨国流动前景再度变得

悲观起来。世界贸易组织认

为，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今年

国际贸易总额将暴跌 32%。

这并非是因为各国政府

主动施加了新的贸易壁垒，

而更多的是需求崩溃。当新

冠病毒来势汹汹，主政者的

第一反应就是关闭边境。

2020 年 4 月下旬，几乎所有

国家都采取跨境旅行限制，

45%的国家部分或完全对外

国游客关闭边境。

在资本方面，跨国公司今

年可能会削减三分之一的跨

境投资。《经济学人》文章指

出，占世界 GDP 59%的国家

已经收紧对外国投资的规

定。

虽然在即将迎来盛夏的

北半球，欧美亚各国已逐步

解除封锁限制，但这距离理

想中的自由贸易世界还有很

长距离。航空业发出的信号

表明，跨国流动还将受阻很

长一段时间。空客已经削减

了三分之一的产量，阿联酋

航空公司预计要到 2022 年才

会复苏。

然而打破全球化进程并

非如想象中那样容易。逆全

球化同样需要高昂的成本。

各国政府和企业应思考的

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共

享，以及国际合作防范下一

轮疫情，让经济走上复苏的

轨道。

疫情前的波折
需要强调的是，新冠病毒

并不是让全球化进程受阻的

首个“凶手”。

全球化不是最近几十年

才产生的新鲜概念。从古老

的丝绸之路、大航海时代，到

近代工业革命，人和货物总

是在世界各地流动。过去二

三十年新发展的贸易体系

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成

为世界的工厂，各国边境对

人员、货物、资本和信息敞开

大门。

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陷入困境。许多国

家进而采取行动，将本国银

行与外国市场隔离开来，各

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有

所收缩。

更大的挑战发生在 2015

年之后。英国举行脱欧公投、

多国右翼势力对移民和难民

表达不满，新上任的特朗普

政府喊出“美国优先”的口

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各

国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发展

中，全球化也暴露出一些缺

陷。世界经济论坛文章指出，

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民众将其

视为净风险。气候变化、大流

行病和恐怖主义等议题的严

重性因为全球化得以加剧。

其次，从国外进口物美价

廉的商品可能让本国制造商

日子不好过，进而导致失业

问题。

疫情期间，医疗设备受阻

和其他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危

机让各国重新开始思考缩短

或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

真能逆全球化？
在上述大背景下，逆全球

化的潮流看似势不可挡，然

而这并不容易，也算不上好

的选择。显然，关闭国家边境

难以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能

将所有病毒挡在国门外———

本国公民仍然有可能携带病

毒回国。

对于企业来说，效率原则

仍然处于最优先的位置。无

论在哪里投入资金，企业都

只希望以更低的成本满足生

产需求。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

长巴曙松表示，“逆全球化”

思潮可能会进一步扩散。但

这并不是简单的“去全球

化”，应该将其理解为“全球

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

调整。

巴曙松认为，在一部分国

家和群体反对全球化的同

时，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依

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

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文章提到，四

分五裂的世界也会使全球性

问题更难得到解决，例如研

发新冠疫苗和促使经济复

苏。封锁进口还会导致通胀，

消费者选择减少，本国创新

步伐放缓。

相比之下，集体行动可以

更好地防范疾病、气候变化、

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风险，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靠自

己的力量来确保自己的安

全。 （选载自《天下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