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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7月25日，重庆日
报记者获悉，美团外卖已确定参加8月23日至
25日在重庆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简称“智博会”）。而其最新发布的无人配送
开放平台及无人配送车，也或将在智博会上亮
相。

“随着美团业务的发展，整个行业的发展与
美团逐渐串联起来，开始有无人配送企业主动
找到美团寻求合作。”美团联合创始人、高级副
总裁王慧文介绍，无人配送的落地，会带来技术
挑战，但在这其中最难的挑战是将技术与商业、
用户体验有效结合，因此美团推出了无人配送

开放平台。
据介绍，美团无人配送平台将向其合作伙

伴开放丰富场景、技术能力、运营能力、行业规
范四种能力，共同推动整个无人驾驶技术的落
地和发展。通过充分整合资源，让创新科技落
地在日常生活场景，满足用户需求。

记者获悉，此前由美团自主研发的无人车
“小袋”已经投入试运营，而其新款概念车和无
人机也将投用。其中，新款概念车采用L4级别
自动驾驶技术，使用激光雷达、超声波、摄像头
等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具有城市道路低速自动
驾驶的通行能力。

美团无人配送车或亮相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重庆日报记者7月24日从
智博会承委会获悉，在8月
23日至25日智博会举办期
间，将同步举办无人机表演
大赛、“黑科技”评选等5项
大赛，其中无人机表演大赛
分为“国际无人机竞速大奖
赛”和“无人机创新嘉年华”，
将汇聚全球顶尖飞手，一等
奖金最高2万元。

据介绍，此次竞赛将邀
请来自国外知名选手与国内
无人机竞速高手同场比拼，
决出前4强，获得主办方颁
发的证书，前16名均可获得

相应奖金。
大赛采用后现代感

LED灯光赛道风格，赛场面
积5750平方米，将勾勒出重
庆整个地区区域线条的赛道
设计，增加更多三维元素与
立体构筑物，既让整个赛场
体现文化科技美感，又让观
众观感更加刺激有趣，并考
验选手对飞机的操控以及路
线的判断。

目前有意参赛者可登录
智博会官方网站下载赛事报
名表，填写完成发送至邮箱
498453048@qq.com，主办
方将进行筛选。

智博会将举办无人机大赛
汇聚全球顶尖飞手 奖金最高2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艺）7月 24日，
2018全球购新机遇无界零售巴蜀论坛在
重庆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9月底，全国首家京东全球购线下体验
店将在渝北区财富购物中心落地。

“重庆是中国跨境电商第一批试点城
市之一，京东大数据显示，重庆人在跨境
电商方面的消费能力超出许多其他城
市。”京东全球购线下体验店相关负责人
介绍，品质、性价比、口碑是重庆消费者
购买海外商品的三大决策因素，消费人群
则主要是80后，其次是70后，近两年90
后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多。因此，京东选择
将首家全球购线下体验店落地重庆。

据悉，京东全球购自2015年4月正式
上线以来，已覆盖时尚、母婴、营养保健、个
护美妆、3C、家具、进口食品、汽车用品等众
多产品品类。而在9月亮相的京东全球购线
下体验店，不仅有来自全球精选的价廉物优
的商品、美食；还有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爱好
的体验空间，包括亲宠空间、烘焙课堂、共享
厨房、3C数码黑科技等；同时，体验店还会组
织读书会、红酒鉴赏、小读者课堂等知识型
社交活动，以丰富市民的购物体验。

“通过多年的标准化管理及完善，京
东全球购清关时效已缩短至分钟级，全国

部分城市已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如重
庆消费者购买的部分进口商品，就是直接
从重庆保税仓发货，上午下单，下午或晚
上便可收货。”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京东跨境供应链网络已经包含十余
个跨境口岸、110多个海外仓、近千条全球

运输链路以及中国全境的配送网络，覆盖
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

该负责人透露，借助高水平的信息技
术，京东物流已经打造出一套“智慧大
脑”信息系统，可对跨境电商商品的流动
实现快捷、准确、实时化的管理。未来，

京东物流还将通过布局海外仓储，借力中
欧班列、空运和海运等跨境专线，以及智
慧化多式联运等方式，进一步缩短全球商
品的“距离”，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引进世
界优质商品，同时将“中国制造”打入国
际市场。

本 报 讯 （记 者 白
麟 实习生 刘欣）7月25
日，小康旗下全资子公司
SF Motors在北京召开发
布 会 ，正 式 揭 晓 了 SF
Motors智能电动汽车品牌
中文名—金菓EV，同时还
亮相了其首款新车——智能
电动SUV SF5。

发布会上，SF Motors
公布了金菓EV在国内市场
的最新规划：2018年9月，位
于重庆的智能工厂将会完成
设备调试，并开启试生产；
10月将使用300台新车，开
启长达500万公里的产品可
靠性耐久测试；智能电动
SUV车型SF5计划2019年
在国内市场量产并上市，其
中计划1月开展产品体验，3
月接受国内市场预定，第三
季度正式交付产品。

金菓EV CEO张正萍
表示，借助硅谷的强大创新
与研发能力，金菓EV已搭

建起全球研发体系，在三电
系统、自动驾驶、人机交互、
车辆设计、车辆工程等方面
汇集上千位国际顶尖人才，
使得金菓EV拥有了业内首
创的四电机驱动平台、独立
研发的电池管理系统等全球
领先的技术和配备，能在3
秒内完成百公里加速，行驶
里程轻松突破500公里，并
可通过“保护性的自主驾驶
技术”实现全天候、全路况的
驾驶安全辅助。

据了解，金菓EV是目
前唯一具备中美两地双制造
能力与生产资质的品牌，并
拥有大规模量产的能力。张
正萍介绍，金菓EV重庆工厂
采用德国豪华汽车的生产工
艺，生产线完全符合工业4.0
智造标准，在400多个自动
化机器人的协同下，制造精
度达到新的水准，并可凭借
大数据运营和精益化管理，
实现生产成本的高效控制。

小康旗下子公司
发布智能电动汽车品牌
中文名定为金菓 明年三季度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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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东
全
球
购
线
下
体
验
店
效
果
图
。

京
东
供
图

美团发布的最新无人配送车。 美团外卖供图

想了解电子汇总征税保函
先来认识它的前身——汇总征税保函

中国银行汇总征税保函是在“先

放行后征税、汇总集中缴税”新型集

约化征税模式下的新型税款担保。

PK传统税款保函，汇总征税保函五大优势

担保放行 大幅缩短通关时间

汇总支付 节约企业资金成本

全国通用 满足多地通关需求

循环额度 简省保函办理手续

纳税便利 每月集中缴税还额

什么是电子征税保函？

中国银行电子汇总征税保函是在

汇总征税保函业务模式上，通过商业

银行、人民银行、海关之间系统直连互

通，进行担保数据信息电子化传输，实

现海关对担保信息在线开立及变更备

案、索赔、撤销、额度扣减和恢复。

企业通关加速器

集中汇总缴纳税费，多地备案通关使用

无需出具纸质保函，简省人工递交成本

电子信息即时传输，提供通关效率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开启
办理流程4重全新体验

适用企业超广泛，申请材料更简单

申请渠道更丰富，税费缴付多元化

中国银行升级关税保函服务
重庆进出口企业通关更便捷

昨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邀请全市逾
200家重点进出口企业代表、重庆海关、重庆
市商务委、重庆市口岸办、人民银行重庆营管
部（外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举办“关税便
利措施和金融服务创新宣导会”。

会上，重庆海关就关税便利政策进行了宣
讲，口岸办就地区“单一窗口”发展背景、功能
和服务内容进行了介绍。中国银行总行贸易
金融部专家介绍了中国银行以电子汇总征税
保函为主要创新点、引领未来保函创新变革中
所采取的创新性举措。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透露，近
年来，该行通过与重庆海关合作，在关税保函
业务领域实现了从普通税款保函到电子汇总
征税保函的不断升级，为上百家重庆进出口企
业带来了便利。目前，在最新的升级版关税保
函——电子汇总征税保函模式下，重庆进出口
企业通关更加便捷。

关税保函
为进出口企业带来便利

关税保函是指银行应进出口商（含加工贸
易企业）的申请而向海关出具的、保证进出口
商履行缴纳关税义务的书面文件。有了关税
保函，进出口商可减少企业因缴纳关税保证金
引起的资金占压，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同时，
由于可“先放后征”，进出口商还能加快货物通
关速度，避免货物滞留港口加大成本。

近年来，按照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在重庆
海关的帮助指导下，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先后
推出了普通税款保函、长江经济带一体化通关
保函和电子汇总征税保函业务，为众多重庆进
出口企业带来了便利，充分体现了中国银行在
外汇外贸、特别是税收担保方面的专业优势和
金融服务能力。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已为重庆电子、汽摩、化工和装备制造等领域
的上百家实体企业办理完成关税保函业务。
2017年，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累计办理关税
保函约3.8亿元。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办理关
税保函约2.8亿元。如今，该行已成为重庆企
业办理税费担保业务的首选合作银行。

在重庆关区
首发电子汇总征税保函

今年6月27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启动
汇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传输业务的公告》（第

70号公告），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启动汇
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传输，中国银行作为第一
批担保机构独家参与汇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
传输业务。7月5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与
重庆海关通力协作，实现电子汇总征税保函在
重庆关区的首发。

这是重庆海关和银行共同合作创新，优化
税收征管、改善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的
又一落地举措，有望继续为广大进出口企业减
负增效。

在当天的宣导会上，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相关负责人就电子汇总征税保函进行了详细
介绍。

据悉，汇总征税保函是在“先放行后征税、
汇总集中缴税”新型集约化征税模式下的新型
税款担保。拿到这种保函的企业，在担保期限
内可以一地备案、全国通关，循环享受担保额
度，并可每月集中缴税、汇总支付。

而电子汇总征税保函，则是在传统汇总征
税保函的基础上，通过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海
关之间系统直连互通，进行担保数据信息电子
化传输。此举实现了海关对担保信息在线开

立及变更备案、索赔、撤销、额度扣减和恢复，
达成了海关管理新模式与企业通关加速器的
完美结合。

对于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推出的电子汇
总征税保函，前来参加当天宣导会的企业代表
纷纷点赞。他们普遍认为，电子汇总征税保函
的出现，可大幅度缩短进出口商品通关时间，
进一步为进出口企业节约资金成本。

多元化金融服务
助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除了通过关税保函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便
捷的通关服务，近年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还一直以服务重庆地区实体经济为己任，立
足重庆“两点”定位，着力推进“两地”“两高”
目标建设，不遗余力地强化各项金融服务创
新工作。

今年上半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六个一”改革要求，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与工商管理部门通力协作，实现了企业工商注

册一站式服务机构全覆盖，将工商服务窗口延
伸覆盖到银行网点，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
业少跑腿”。

同时，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还积极跟进外
汇管理便利服务措施，成为重庆首批试行外汇
行政服务网上办理银行，解决企业外汇服务最
后一公里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充分利用
中国银行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优势，长期为
重庆企业提供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服务，今年
以来，已办理国际贸易结算业务100亿美元，
为重庆进出口企业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将积极融入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发挥中国银行布局全球56个
国家（地区）的国际化、多元化经营优势，跟进
落实“放管服”改革,用好用足各项惠企惠商政
策，继续为重庆进出口企业提供电子汇总征税
保函、工商注册一站式服务、外汇行政业务网
上办理等创新便民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企业

“走出去”“引进来”，助推重庆进一步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

中国银行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

张婷
图片由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关税便利措施和金融服务创新宣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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