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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试区跨境电商应税所得率统一确定为 4%
——消费观察（20191113）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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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跟踪
品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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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变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猪肉

元/公斤

49.02

-0.99%

-4.22%

-6.33%

157.46%

黄大豆

元/吨

3403.00

-0.29%

0.59%

0.29%

0.15%

豆粕

元/吨

2787.00

0.29%

-1.83%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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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财观点
【食品饮料】近期国家发改委修订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
》
，相较于此前版本，
“白酒生产线”被从“限制类”产业中移除，白酒产业
将不再成为国家限制类产业，酒企将被允许新建生产线以扩充产能，这一变化
利好优质品牌酒企发展。据经销商反馈本周白酒企业动销良好，经销商库存维
持良性白酒行业即将进入春节备货旺季，高端酒批价走势将受茅台直营落地进
度影响，我们认为未来白酒行业在增速放缓的同时集中度将持续提升，分化将

川财研究所

逐步加大，高端酒确定性最强，推荐关注高端酒及处于势能释放期的白酒企业。北京

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

【医药生物】当前医药行业整体市盈率处于历史相对低位；近期医药延续上涨，

海国际中心 15 楼，100034

我们继续看好行业高景气度持续的医药外包优质企业、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特 上海 陆家嘴环路 1000 号恒生大厦
11 楼，200120

色原料药企业以及受益于进口替代及集中度提升的骨科耗材领域的头部标的。

深圳 福田区福华一路 6 号免税商务
大厦 30 层，518000

成都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 行业动态
【农林牧渔】近日，为积极做好猪肉市场供应，天津市多部门已共同制定具体
供应保障措施，有关部门和各区正在认真贯彻执行，千方百计确保市民菜篮子
稳定。保障冻猪肉储备。适时投放冻猪肉,根据我市市场情况，合理把握冻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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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投放节奏和力度，适时投放冻猪肉，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猪肉市场供应。
积极对接协调将中央储备、产区储备及时投放我市。加大替代品储备力度。市
级牛羊肉储备不低于 1000 吨，同时各区要相应增加牛羊肉、禽肉等替代品储备。
适时启动价补联动机制。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严格打击不法
行为。对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等
各种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恢复“绿色通道”政策。
认真执行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对仔猪及冷鲜猪肉恢复执行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
，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对整车合法运输仔
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同时，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
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新华网）
【医药生物】近日，新修订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出台。据悉，
《办法》共有九章，不仅明确了健康保险的经营条件，对保险
公司专业能力提出了要求，还对健康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备案审批、销售
和理赔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与原《办法》相比，修订后的《办法》将医
疗意外保险纳入健康保险，并首次将健康管理以专章写入，对健康管理的主
要内容、与健康保险的关系定位、费用列支等予以明确。值得关注的是，修
订后的《办法》还首次将健康管理以专章写入，第六章即为健康管理服务与
合作，相关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将健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
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
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失。此外，
《办法》
还规定健康保险产品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其分摊的成本不得超过净保险费的
20%。此外，
《办法》第 38 条还规定，保险公司销售健康保险产品，不得非法
搜集、获取被保险人除家族遗传病史之外的遗传信息、基因检测资料；也不
得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上述信息。接下来健康险也需要提
升专业化，做好风险管控、产品开发等，这就特别需要数据挖掘，特别需要
保险公司与社保、卫生机构、科技公司一起来挖掘数据，这是健康险专业化
非常重要的体现。(新京报网）
【商贸零售】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
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提出综试
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收入总额，并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 4%确定。国家税务总局解读称，
《公告》从核定征收范围、条件、方式、程序、优惠政策等方面对综试区内
跨境电商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旨在为综试区内跨
境电商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操作办法。国家税务总局指出，跨境电商企业通
过商务平台出口货物，是近几年发展的新业态。为鼓励跨境电商发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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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企业出口货物无法取得进货发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商务部、海
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8〕103 号文件，跨境电商企业符合规
定条件，可以试行“无票免税”政策。国家税务总局表示，由于跨境电商企
业可以准确核算收入，为简化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操作，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
跨境电商企业统一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外，国
家税务总局还介绍，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主要可以享受以下
两类优惠政策：一是符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条件的，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上述规定如有变化，从其规定。二是取得的收入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免税收入的，可享受相关免
税收入优惠政策。
（中新经纬）

❖ 公司要闻
通化东宝（600867）：公司大股东东宝实业解除质押股份 722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35%；再质押股份 67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截至目前，东宝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8.03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48%，累计质
押股份 7.52 亿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4.94%，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5%。
山东药玻（600529）
：公司控股股东沂源县公资委解除质押股份 4508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58%。截至目前，沂源县公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9318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5.66%，已无累计质押股份。

❖ 风险提示：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格局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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