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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余余企企业业参参加加中中韩韩自自贸贸区区说说明明会会
威海将加强中韩自贸区框架下的威韩地方经济合作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王
帅 ) 20日，中韩自由贸易区说
明会在威海举行。中韩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对企业如何利用自
贸区政策进行了阐述，80余威
海企业和韩资企业参加。

当日，来自韩国和中国的
专家做了中韩FTA和中韩产
业合作扩大方案、中韩FTA和
中韩产业技术合作扩大方案、
中韩自贸区框架下的威韩地方
经济合作主旨演讲。当日，中韩
学者还对如何扩大中韩自贸区
的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

作为对韩交流合作的桥头
堡，威海一直关注并参与中韩
自贸区谈判及相关活动。2007

年至今，威海先后举办或承办
了中韩自贸区第三轮谈判、中
日韩自贸区研讨会等重大活
动，并作为唯一的城市代表，连
续参加了五轮中韩自贸区谈
判。目前，威海现有韩资企业
8 0 3家，实际到账韩资占全市
外资总额的35%，对韩贸易占
全市对外贸易总额的 3 0 % 以
上。

威海市商务局负责人介
绍，未来，威海将在中韩自贸协
定的大框架内，加强与仁川的
地方经济合作，创新和深化对
韩合作，扩大对韩贸易规模，争
取在服务、投资、产业合作等领
域先行先试，为中韩自由贸易

提供先导示范，成为中韩双边
合作的试验田。

据悉，2014年11月10日，
中韩两国元首共同确认中韩自
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中韩自
贸区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贸易
额最大、内容最丰富、综合水平
最高的自贸区。在开放水平方
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
均 超 过“ 税 目 9 0 % 、贸 易 额
85%”，未来20多年中，两国将
取消超过 9 0 % 的商品贸易关
税，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
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
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
经贸议题”。

专家：

威海正面临自贸区带来的最大红利

中韩自贸区对威海带来的
机遇将超乎想象。山东大学(威
海)商学院教授刘文介绍，威海
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条件将推
动两国物流合作进入陆海空立
体化和服务多样化新时代；在
产业合作方面，威韩将在海产
品的精细加工、造船机械的等
方面寻找新契机；另外，威海的
服务业市场也将带来新机遇，

“威海正面临着自贸区带来的
最大福利红利”。

如何有效利用自贸区的
契机，刘文认为，威海应主导
产业投资，增强产业集群竞争

力。威海应逐步提高韩资在第
一产业的比重，发挥威海特色
农副产品、海洋食品等资源优
势，投资海洋食品养殖、特色
农产品种植等领域；威海应引
导韩资在第二产业的投资方
向，结合威海重点发展的产业
集群，实施定向招商、产业配
商；威海应重点鼓励韩资进入
第三产业，改善韩资过分集中
在第二产业的格局，突击韩资
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扩大金
融、保险、旅游、法律服务等服
务行业开放的数量和范围，提
升经济的产业层次。

高区国税“三单”

模式提效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谭佳世) 今年，高
区国税局在开展税务稽查过程
中，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别出心裁
的推出“三单”模式，大大提升了
稽查质效。

高区国税局查前推行《涉税
风险提醒单》，依据共性指标和个
性指标筛选疑点企业，对企业进
行风险提醒，督导企业开展自查，
2014年根据筛选出的3350条疑点
数据，共督促62户疑点企业开展
自查。查中推行《意见反馈单》，诚
恳听取纳税人意见，全年根据纳
税人的意见反馈，共取消违规执
法项目10余次，在维护纳税人合
法权益的同时，又规避了执法风
险。查后推行《整改建议单》，坚持
跟踪管理，形成“一案一建议”工
作模式，针对45户企业在执行税
法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中存在
的问题，一方面进行税法宣传，另
一方面提供政策辅导，帮助企业
改进生产经营管理，达到“检查一
户企业、整顿一户企业、规范一个
行业”的目的。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王文
文) 日前，“中国(威海)首届家
庭服务业可持续性发展与未来
趋势研讨会”在威海南海新区
举行，来自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全国妇联、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等500余人参加会

议，共同探讨威海南海新区养
老健康产业与家庭服务业可持
续发展工作。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企业
家代表就威海南海新区健康养
生产业、家庭服务业发展现状、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及前沿科技
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随着

老龄化社会发展和服务需求的
细化，老年人需要提供更好的
照顾和精神慰藉，其中蕴含巨
大的商业机会，养老产业亟待
向科技化、智能化、数据化方向
发展，威海南海新区具有发展
养老健康产业的自然优势。”中
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家庭服务专

业委员会主任曹江说。
目前，威海南海新区正加

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依托城
市统一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发
展面向家政、养老、社区照料和
病患陪护的信息服务体系，为
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综合信息
服务。

家家庭庭服服务务业业研研讨讨会会在在南南海海举举行行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刘
洁 ) 20日，记者从威海市体育
局获悉，威海市第五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确定比赛项目，共设
置1 7个项目，较去年，新设体
育舞蹈等4个项目。

据了解，此次比赛项目除
了沿续第四届篮球、乒乓球、

象棋、门球、毽球、健身腰鼓、
健身气功、网球、太极拳、轮
滑、羽毛球、台球、钓鱼的13个
项目外，还将体育舞蹈、大众
广场舞、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
展示大赛、七人制足球4个项
目。

威海市第五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比赛时间为2015年5月
至10月，分市、县两级举办，在
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市级
运动会由市体育局主办，部分
项目由各市、区承办的项目承
办机制基础上，市体育局鼓励
部分项目由市体育局协调协
会、俱乐部承办，培育多元主

体，培育发展多形式、多层次
体育协会。

据介绍，2015年威海大力
发展体育社团组织，逐步成立
涵盖各类体育活动的市级协
会和俱乐部，并调整协会运行
机制，总会和各单项协会要上
下联动。

第第五五届届全全民民健健身身运运动动会会新新增增44项项目目
共设置17个项目

中韩自贸区框架下

威海怎么推进威韩经济合作

●加快推进韩国商品集散
地建设

为利用中韩自贸协定降
税原则进一步扩大对韩贸易，
威海规划建设了威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韩乐坊、环翠区侨乡
集团购物广场、威海临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盛文韩国新城、荣
成中韩边贸城、文登长江汇泉
国际商贸城5个韩国食品日用
品展示交易中心。目前，韩乐
坊和中韩边贸城均已开业，初
期进驻的韩国商品经销商有
100余家。

下一步，威海将利用威海
港集团的运输、港口、保税仓储
等优势条件，在威海国际物流
园为进口韩国商品提供免费的
运输和仓储服务，通过“商品销
售后收取相关费用、未销售可
免费退运”等优惠服务吸引厂
家入驻，打造韩国商品中国分
拨中心。威海还将依托韩乐坊、
中韩边贸城探索设立韩国商品
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为韩国商

品经营者提供“大批量进货，分
批次出货”、“保税仓储，保税交
易”及全程物流综合服务。

●搭建中韩产业合作平
台

经区、临港区在建设中韩
信息技术产业园、中韩现代物
流产业园等产业合作平台中，
将吸引韩方机器人、电子信
息、精密机械等优势企业到产
业园入驻发展。

威海还将推动威韩旅游
业的合作，2015年下半年，威
海将在南海新区举办第二届
中韩美丽产业博览会，推动
威韩美丽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口岸互联互通方面，
威海将扩大AEO (经认证的
经营者 )互认成果，争取更多
企业获得韩国海关认证。借
助威海港、石岛新港、龙眼港
获批冰鲜水产品进口口岸，
威 海 将 扩 大 对 韩 水 产 品 贸
易，加快双方鲜活水产品的
通关速度。

链接1

中韩自贸
区说明会现场。
记者 王帅 摄

▲20日，中
韩自贸区说明会
现场，与会专家、
学者合影留念。
记者 王帅 摄.

链接2

本报记者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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