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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
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预计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20多亿元

公募基金近20年
累计分红1.71万亿
A2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16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
只进一扇
门”“
最多跑一次”； 决定在全国推开外
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
一口
办理”； 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
成本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化“
放
管服”改革，运用“
互联网+政务服务”
便民利企，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一要整合构建国家、省、市三级互联

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除法律规定或
涉密等外，政务服务均应纳入平台办
理。 坚持联网通办是原则、孤网是例
外，政务服务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
外， 原则上不再批准单个部门建设孤
立信息系统。 二要实行办事要件标准
化。 公布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的“
最多
跑一次”目录，推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原则上
不再保留各地政府部门自设的服务大
厅。 三要简化办事环节，能共享的材料
不得要求重复提交，并完善相关制度。
加快电子证照推广互认。 四要建立统
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对未按要求改
造对接政务信息系统的， 不审批新项
目、不拨付运维经费。 五要强化数据共

享安全保障， 依法加强隐私等信息保
护。 到 2019 年底，使网上可办的省级、
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分别不低于
90%、70%。
为推动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会议决定，进一步简化外资企
业设立程序，从 6 月 30 日起，在全国推
行外资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 “
一套表
无纸化”、“
零见
格、一口办理”，做到“
面”、“
零收费”，大幅压减办理时间。 推
动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等外资企业信
息实时共享、联动管理。 要加强督查，确
保措施切实落地。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降本增效，会
议确定， 一是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对物流企业承租

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
土地使用税。 同时， 从今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
购置税。二是今年底前，实现货车年审、年
检和尾气排放检验“
三检合一”。简并货运
车辆认证许可，对未改变关键结构参数的
车型实行备案管理。 取消 4.5 吨及以下普
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对货运
车辆推行跨省异地检验。制定货车加装尾
板国家标准，完善管理。 三是推动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简化物流企业分支机
构设立手续。 采取上述措施，加上增值税
率调整后相应下调铁路运价，预计全年降
低物流成本 120 多亿元。会议要求积极发
展公路、铁路、水运多式联运，进一步提升
物流效率。

税收超GDP增长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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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1.4亿男性患病引热议
信披须慎用大数据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开幕
昨日，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开幕，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多位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大会。 本届大会以“智能时代：新进展、新趋势、新举
措” 为主题，通过一系列活动打造智能会议、展览、赛事和体验“四位一体” 的国际化平台。
新华社/图文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李超：共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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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拒受证监局检查 金诚集团5700亿政府订单谜团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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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公司债承销资格有望引入分类评价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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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业保费增速持续回升
三巨头首季市场份额近65%

A6

税收递延试点正当时
公募服务养老金投资优势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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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是一个很讲究的学问，
有人想引起注意却没人关注， 有人随
便引用一个数字却能引来轩然大波，
比如常山药业公告其伟哥仿制药获批
时，称中国阳痿（ED）患者人数约 1.4
亿人。
人们之所以对这则公告这么关
注，显然是因为数据超过普通人的认
知。 常山药业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参考
了国信证券的研究报告。 不过分析师
的研报数据也不统一，比如东吴证券
研报显示 ED 患者是 1.27 亿人，平安
证券显示是 0.8 亿人， 西南证券是 1
亿人，东兴证券 1.3 亿人。 分析师键
盘一敲，就有几千万中国男儿被重新
排队。
广生堂也在努力进入伟哥仿制
药市场，该公司前年曾披露全世界约
有 1 亿以上的 ED 患者， 我国约有
2000 万人， 这个数据显得温和了一
点，也显示不同企业对数据的看法有
很大差异。
拿一个很大的数字， 除了给人一
头雾水， 让人觉得企业在蒙事儿唬人
之外，毫无益处。当然有些数据很简单
清晰，有权威部门统计，没有办法那么
容易获得的数据， 可以尽量多列出几
种口径， 不能人云亦云， 互相引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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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后反而找不到出处。
统计是门很严谨的学问，整体数据
是不是准确只是一个方面，还应该关注
数据背后的真相。 如果是抽样调查，抽
取比例是个问题，此外什么样的情况算
ED 患者， 怎么确定某人病到了什么程
度，哪种情况需要治疗，都是很费思量
之事。
前一段时间康宁医院在申请香港上
市文件中引用市场研究顾问的数据称，
中国现时有 1.8 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其
中大部分需求未得以满足。 这也是一个
很费思量的数据， 这意味着 8 个人中就
有 1 个人患有精神疾病， 显然也超过普
通人感知。这里面，是否应该更详细披露
哪些只是有隐患？哪些是需要治疗干预？
哪些是需要入院治疗？
近视是一个比较好了解的案例，眼
科医院不能拿中国所有近视人数来说事
儿。 只能进一步分析，这些近视案例中，
有多大比例近视者是需要医疗干预？ 相
信有些轻微近视连眼镜都不用配， 多数
近视配个眼镜就能解决问题， 只有少数
人才需要到医院去， 毕竟只有到眼科医
院的部分，才是眼科医院的客户。
企业是为经营谋利， 当然希望市场
越大越好，这无可厚非。昨日常山药业涨
停，可以看作投资者对其前景乐观，但其
中有多少是受 1.4 亿这个数字影响？ 信
披数据是投资者参考依据， 应该更接近
真实，还应该提高投资者了解的效率，提
供更多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