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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新消费、新势力、新动能”为

主题的 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食

品发展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会上，有着

中国食品行业“奥斯卡”荣誉之称的“金

箸奖” 等奖项评选揭晓， 百事公司荣膺

“2019 年度食品企业精准扶贫奖”。这是自

2014 年以来，百事公司连续多年获得该行

业大奖。

由新华网主办的“金箸奖” 评比自

2014 年开始，已经连续六年推出，受到

业内广泛关注和好评， 经过网民在线投

票后，并结合专家意见，精心评选出中国

食品行业真正的优秀标杆企业，以推动食

品行业变革与创新，探寻食品行业发展新

趋势。

作为连续多年荣登“金箸奖”榜单的

食品饮料企业，百事公司在华取得卓越绩

效的同时，以身作则积极回馈社会，获得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为行业做出了表率。

百事公司是首批进入中国内地的跨

国企业之一，凭借近 40 年的市场深耕，百

事公司的产品例如百事可乐、 美年达、七

喜、纯水乐、佳得乐、乐事薯片、桂格麦片、

多力多滋、 奇多等备受中国消费者的喜

爱。 多年来，百事公司开展和支持了一系

列社会公益项目， 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这包括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为中西部缺水

地区提供安全饮水的“母亲水窖”项目，

支持西部贫困地区营养改善的“百事营

养行动”，扶助贫困地区女性的“母亲邮

包”和“妈妈制造”项目，以及教育公益活

动和赈灾救助等。

除了传统方式的慈善活动，2019 年 9

月，百事公司还联合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

科技公司流利说、本地零售和物流平台达

达-京东到家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进了首次

跨界线上、 线下公益项目———“桂格有

AI，营养到家”，通过 AI 技术互动号召爱

心网友和社会各界一起关注和改善贫困

地区儿童营养状况。 为期两周的公益活动

取得了丰硕成果，将为云南、贵州和甘肃 9

所贫困地区小学约 1800 名学生提供共计

超过 26 万份营养加餐， 改善贫困地区儿

童营养状况。

截至目前，百事基金会、百事公司大

中华区及员工已经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捐

资超过 1.65 亿元人民币。百事公司大中华

区员工累计为各类企业社会责任公益项

目捐款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并贡献近

4000 小时志愿者服务。

百事公司荣膺

“2019年度食品企业精准扶贫奖”

该笔业务的融资方为广州粤江航运有

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水上货物运输的小型

民营企业。通过合诚担保、广州再担保和广

州分行的审查审批， 广州分行下辖越秀支

行的跟进落地，该笔贷款于 11 月中旬顺利

放款，利率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4.35%。

近年来， 广州市政府为破解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聚焦普惠金融，

建立和完善了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

广州市工信局于 2018 年 12 月出台了《广

州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 这是广州市政府以政银担分险模

式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首次尝试。

广州再担保受市工信局委托，参与风险补偿

资金的管理运作。风险补偿资金通过发挥财

政资金的导向和放大作用，为小微企业提供

融资增信，减轻担保机构“后顾之忧”，鼓励

和引导担保机构加大扶持小微企业的力度。

相比其他融资模式，“5311”风险分担模式显

著特点在于，是由合作担保机构、广州再担

保、风险补偿资金和合作银行按照 5:3:1:1的

比例进行风险分担，实现多渠道协同发展。

今后， 广州分行将持续并广泛开展

“5311”风险分担模式，积极主动作为，为小

微企业提供更具效率的金融服务， 助力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

广州市首笔“5311”政银担分险模式业务

落地光大银行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分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普惠金

融服务政策，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与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广州港合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担保”）、广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再

担保”）合作，成功落地广州市首笔“5311”政银担分险模式业务，有效满足了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

中信保诚人寿广东省分公司在近

日推出题为“财富攻守道”的 2019 年财

富节，致力为客户打造全方位的财智盛

会，期间邀请了多名国内权威专家学者

为《财富攻守道》专栏特约供稿。 本期栏

目公司特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著名经

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江进行新税制

专题撰稿， 在当前税制改革形态下，为

客户提供财富管理及个人资产配置的

新思路。

中产阶层人士需适应税制变迁

新常态

2019 年实施的个税改革最大的受

惠者是中产阶层，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

法，给予了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 6 个

专项扣除。 这样，中产阶层人士能通过

享受减税的好处而有更多可支配资金

作投资。

至于房地产税，也是市民大众极为

关心的问题。 按照税制设计的要求，房

地产税是在市民存量保有房屋的环节

征收，持有房产越多，要缴纳的税收就

越多。 虽然现在房地产税还在立法咨询

阶段，还没有正式出台，但一般认为，第

一套住房免征税，因为是自住，不是拿

去投资或投机；而第二套房屋有可能减

半征收，因为这属于改善型住房，税率

应该有优惠；至于第三套或以上的住房

就要开始全额甚至超额征收房地产税

了。以上都是专家学者的看法。当然，在

房地产税推出之前，我国的十八个税种

之中已经有房产税了，只是国家对非营

业性质的房产免征房地产税而已。

近年来， 房地产税涉及面较广，既

涉及房产和地产两个税基，更涉及房地

产市场的价格会不会因为新税种的推

出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2016 年之前，大

家既关注股市又重视楼市， 但 2016 年

后人们对股市投资信心减弱，似乎只能

把注意力放在房地产市场上。 随着我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财富管理增值保值

的角度来说，未来，房地产投资的收益

率显然不会有过去十年那么高了。

那么房地产是否大幅降价，甚至让

房贷者成为负资产？ 个人认为，房地产

市场虽然增值幅度远不及过去十几年，

但房子保值应该没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没有太多投资、融资

渠道选择， 国家对外汇管制也较严格，

因此较多人只有选择股市和楼市。 但是

现在股市萎靡不振，投资房子的收益能

追得上通胀的水平。 所以对人们甚至对

高净值人群来说，房地产市场投资不失

为一个为数不多的选择。

税收筹划与资产配置

在目前的税制安排下，如何实现合

理而优化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 还是

那句老话：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

个篮子。

在当前全球投资市场比较混乱的

情况下，资产种类越是单一，就越承担

不起风险。 那不如分散点，房产、基金、

股票、债券、保险、信托甚至黄金，都可

以考虑配置。 种类越多，投资风险越分

散，越不需要担惊受怕。

现在有“保险可以避税”这个讲法。

个人认为，应该说是税收负担递延。 站

在国家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收税？ 是因

为有增值才想征税，叫增值税。 营改增

后，保险产品也从征收营业税变成了征

收增值税。如何证明增值了？买了保险，

付出了保费， 只有没有发生理赔或者

其他保险收益的赔付， 就无法证明有

保险收益， 例如具有储蓄投资性质的

保险产品可能要等到投保人 60 岁后才

会取得相关保单的收益。 换言之， 保

险投保人不会即时产生增值税。 即使

有税负， 都是递延到后期再交纳。 不

过， 现在有很多保险产品与投资相连

接， 称为投资连结险， 就是将投资和

保险结合， 投资会有受益， 是否需要

缴税， 要视乎保险产品的具体情况来

定。

因此， 保险可以有效合法地避税，

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在当前这个利率不

断走低的时代， 资金与其放在银行，不

如投放在保险。

现在有很多金融创新产品，可以基

金、债券、保险、股票，甚至期货、期权的

形式融合在一起， 让投资风险更为分

散。 从扩大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国家鼓

励人们进行跨境投资。 为什么要做全球

资产配置？ 国际投资理论告诉我们，资

产可以配置的范围越广， 种类越多，越

是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因此，我们需兼顾现有税收制度安

排和未来的税制改革，进行多元化投资

以及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以分散风险，

达到稳住财富，不因税收因素而缩水的

目标。

企业组织管理高峰论坛聚焦转型与升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上周，

2019 年

（ 第十届）

中国企业组织管理高

峰论坛在深圳举办。 论坛由杨三角学习

联盟、腾讯咨询、腾讯青腾汇主办，聚焦

“危机与转型”， 探讨未来的企业要获得

成功，如何从机构、组织层面进行更有创

新的变革管理。宏

碁

集团创始人施振荣、

贝壳找房 CEO 彭永东、有赞创始人白鸦

作为企业代表， 分享了各自在转型升级

中的经验和方法。

税制改革下的财富管理新思路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