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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上线开通 4个月

“国际汇税通”完成对外付汇1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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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发

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下称《意

见》）。《意见》指出，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流

通扩大消费，提出了 20 条稳定消费预期、

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推动

专业化消费金融组织发展，鼓励金融机构

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 绿色智能家电、

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

信贷支持，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力

度。 这意味着，今年消费信贷市场将迎来

巨大发展机遇，助力内需潜力释放。 而消

费金融俨然已成为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

催化剂，在政策层面利好之下，与“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贴近的旅

游、装修、家电等消费金融产品无疑成为

了主流，深耕场景成为消费金融机构提升

核心竞争力、助力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

突破口。

雪中送炭 捷信家装分期获市民“点赞”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下称“捷

信”） 依托线下门店商户， 凭借其多年在

3C 产品分期领域的成功经验， 正在向家

电、装修等消费场景进行拓展，旨在为消

费者提供覆盖全生活场景的金融服务。广

州的小伙欧阳先生在今年年初刚花了一

大笔钱买房， 正发愁装修的钱到哪儿凑。

他在逛建材市场的时候看中了一款环保瓷

砖， 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通过捷信的家装

分期业务来购买。 他说：“在办理业务之前

我就算过了，我月入 9000 元左右，办理这

个贷款后， 我每个月只需要还款 1500 多

元，压力小了很多，而且手续也非常简便，

钱很快到账，装修也变得开心了。 ”对于有

急迫资金需求的群体来说， 捷信的装修分

期解决了燃眉之急，无疑是雪中送炭。

锦上添花 资产规划新思路

对于资金相对充裕的群体来说，捷信

的分期产品对个人资产的合理规划也提

供了一条新思路。 佛山的阿亮是一名 90

后，虽然还很年轻，但在家人眼中，已经是

一个做事有条有理、能为父母分忧的成熟

小伙子了。在一家公司任职经理的他月入

过万，全款购买一台智能扫地机器人卓卓

有余，但他最近还是通过捷信的分期业务

为爸爸购买了新款扫地机器人作为中秋

节的礼物。 捷信清晰合理的还款规划，让

阿亮能够轻松地按时还款，更培养了理性

的消费习惯，量力贷款，既不大手大脚，也

不束手束脚。 通过捷信消费金融服务，阿

亮学会了如何合理规划和安排生活开支，

帮助家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从需要依靠

家里的小男生，长大成能为家人分忧的顶

梁柱。 文 / 陈碧莹

国家 20 条措施提振消费

捷信布局多元消费场景助力内需释放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自从公

司开通‘国际汇税通’后，以前需要去税

局上门办理的事项， 现在自己在网上操

作就可以了，方便快捷又高效! ”路博润

添加剂(珠海)有限公司办税员周小姐分

享自己“一次不用跑”的全新办税体验。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

悉，自今年5月“国际汇税通”系统在佛山

试点上线、7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上线试运

行以来， 仅4个月时间，“国际汇税通”已

完成（全省）对外付汇备案1135笔，金额

125亿元，计算税款近60亿元，准确率达

到100%，企业办理效率平均提升90%。

办税时长由

10

小时减至

10

分钟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湾区内贸易往

来日益频繁。 以广东省为例，2018年对

港澳地区的付汇税务备案业务超2万

笔，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占全省对外支

付总业务量的60%以上，且近3年平均年

增幅近30%。

但是一直以来， 对外付汇流程复

杂、耗时较长、涉税判定和税款计算难

度大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办税人员。 为

此， 广东省税务局以佛山市为试点，创

新推出“国际汇税通”项目，开创湾区智

能征纳新模式。

据广东省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主

任科员汤丹丹介绍，“国际汇税通”以“数

字广东”＋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为信息化支

撑，建立三方合作机制，整合涉税涉汇办

理流程，打通了企业、外汇管理、银行和

税务数据，实现多方端口互联互通。改变

了旧模式下利用纸质备案表、 多次奔跑

外汇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银行间往返重

复付汇的情况。 企业只需填写简单的备

案表， 系统即可自动将数据实时传递至

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及税务部门，智能化

完成对外付汇备案和纳税申报， 使整个

办理流程实现从原来的“至少跑两次”到

“零跑动”的跨越，效率提升90%。

美的集团财务总监钟铮表示：“美的

集团各成员企业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对

外支付业务， 以往单笔业务办理耗时长

达10小时，需填写14张表、166项内容，现

在只需10分钟，在线填写信息即可完成，

大幅缩减时间、人力等办税成本。 ”

“系统操作简单，指引清晰，并且具

备智能关联功能， 大大减少了填报内

容。 银行通过系统即可查询税务备案信

息，如有问题只需退回企业修改后再次

补交就可以了，相比以前要拿纸质文件

到税局现场进行修改，现在的操作确实

方便很多。 ”路博润添加剂(

珠海

)有限公

司办税员周小姐说。

南航税务总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南航财务部此前有几十号人专门负责

国际税收事项办理，同时还需外聘中介

机构为他们整理资料，每次办业务要两

个财务人员一起，拖一大行李箱的涉税

资料，办理一整天，“有了‘国际汇税通’

之后，预计公司年均节约办税时间达到

6000多个小时，相当于节约企业办税人

员年均759天的工作量， 大幅节约了办

税成本、人力成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了税务部门信息化、智能化带给我们企

业的红利。 ”

六大功能降低企业办税成本

记者了解到，“国际汇税通”有六大

功能， 包括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服

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智能

税款计算器，免填单纳税申报，事项进

度管理，以及国际税收其他事项办理。

其中，涵盖多重公式，助力涉税判

定计算实现全智能的“智能税款计算

器”获得不少企业好评。 万和集团董事

长叶远璋表示，“万和集团各成员企业

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对外支付业务，

‘国际汇税通’ 还具有税款自动计算功

能，大幅缩减了企业办税成本。 ”

据广东省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税款智能计算器”是“国际汇税通”

在全国首创推出， 该功能内嵌411个国

际税收业务政策判断逻辑点，涵盖21个

税款计算公式，集成40多种非贸支付类

型，可实现“一键判定”是否应税、“一键

计算” 税款金额等全自动化办理体验，

“自‘国际汇税通’上线以来，仅智能税

款计算器，就帮助纳税人计算、申报税

款金额60多个亿。 ”

就对接范围来看，“国际汇税通”可

对接全球174个国家

（ 地区）

的常见服务

贸易活动类型，涵盖专业技术、资金融

通、人才交流、物流服务、知识产权等常

见贸易项目，为纳税人提供一站式对外

付汇服务，便利人才流、资金流、物流等

优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

此外，“国际汇税通” 还使外汇信息

四方实现“全共享”。 其中，企业可通过

“国际汇税通” 降低政策不确定风险、减

少资料报送、节约办税时间成本；银行可

线上接收对外支付备案表， 高效办理付

汇业务；税务部门可提供便利化、智能化

税收服务，对接国际化税收管理，利用平

台“大数据”功能有效防范涉税风险；外

汇管理部门可掌握对外支付备案表开具

情况，据此开展非现场监测核查。

据了解，“国际汇税通”目前已面向

粤港澳大湾区8市范围内企业

（ 华为、宝

洁、安利 、中海油 、南方航空等）

推广使

用， 在3000多家银行分支机构全面推

广，并计划在9月份在全省推广。

据新华社电

着眼对沪市上市

公司进行全貌监控和电子留档，上

交所自主研发的“公司画像”科技

监管平台 2 日正式上线试运行，成

为科技为监管“赋能”的有益探索。

据介绍，“公司画像”平台主要

分为“公司快览”“风险扫描”和“财

报审核”三大模块，具体应用于“快

速了解公司”“监管风险评价”“定

期报告审核”“临时公告监管”等多

个监管场景。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立

这个平台的主要目标是以监管为

导向，多维度、全历史、可视化地展

示上市公司信息，提升监管人员对

公司情况掌握的深度和广度。 同

时，结合最新技术手段，对公司动

态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和智能预警，

提高监管发现问题与防范风险的

能力。

其中，“公司快览”模块通过监

管档案、关键指标分析、股价与公

司大事、股东及关键人员、业务及

财务信息、行业比较分析、资本运

作信息、外部评价信息、公司关系

图谱等九大细分板块， 多维度、针

对性地刻画公司特征，可帮助监管

人员快速穿透识别潜在关联方，迅

速聚焦监管相关的重点事项。 目前

底层数据已涵盖 44 万条任职信

息、200 余万条持股信息。

“风险扫描” 模块可实现风险

事项智能预警， 分级分时持续监

控。 针对市场高度关注的财务舞弊

问题，“财报审核”模块可实现财务

信息的自动审查，高效准确直击痛

点。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画像”科技监管平台具备四大亮点：

监管数据整合可共享，信息更全；同

业分析可多维度、多主题比较，结论

更细；数据采集、计算每日更新，预

警更及时； 系统自动审查并提示审

核要点，财报审核更智能。

为上市公司“画像”

上交所探索科技“赋能”监管

“国际汇税通”具有六大功能

●包括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智能税款计算器；

●免填单纳税申报；

●事项进度管理；

●国际税收其他事项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