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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协会联合 Intertek 举办 GSV 全球供应链安全验证培训
7 月 24 日，协会联合 Intertek 天祥集团在深圳成功举办“GSV 全球供应链安全验
证新要求更新培训”。Intertek 审核资深技术专家石家述先生担任讲师，近 40 名企业
代表参加此次培训并进行积极热烈的探讨与交流。
培训课上，石老师紧密围绕 C-TPAT/GSV 安全标准，分析常见的一般不符合项与最
佳实践等内容，重点解读风险评估、供应链透明度等要求，结合案例分析、课堂练习
等进行了深入讲解与探讨，帮助学员充分掌握 GSV 审核要求以及更新部分内容，进一
步帮助企业在供应链中避免繁复的检验程序，提升生产企业自我反恐与安全管理水平。
协会协办“电子电气产品环保等级评价”专题研讨会
7 月 28 日下午，由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主办，AGC 鑫宇环
集团承办，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市高分子行业协
会、深圳市 LED 产业联合会等单位协办的大型环保研讨会《电子电气产品环保等级评
价》在深圳北站维也纳酒店隆重举行，300 余人的会议厅座无虚席。
研讨会上，AGC 鑫宇环公司梁丹主任主讲了“国际环保法规最新要求和动态”，详
细解读欧盟、美国、加拿大、日韩等地区关于电子电器产品的环保法规及其更新动态，
就 RoHS，REACH，PAHs 等法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马奇菊博士
就“电子电气产品环保等级评价”、“PEAT 注册新机遇”、“国推 RoHS”等内容作了
重要阐述。相关的演讲嘉宾分别就“阻燃剂如何应对环保管控新趋势”、“科技资源
与企业创新”等专题进行精彩讲解，给参会人员带来最新环保管控与科技新资讯。
深圳举行 2015 第二期行业协会商会沙龙活动
2015 年 8 月 7 日，由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的，以“聚智•分享•共赢——行业协会
（商会）如何改革发展，激发活力？”为主题的 2015 年第二期深圳市行业协会商会沙
龙在博园商务酒店举行。市民政局局长凌冲，副局长李文海等多位领导出席。我会秘
书长刘艳芳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期活动由深圳市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承办，活动采取了“世界咖啡馆”的模式，
充分调动与会者的热情，通过商协会代表经验分享，小组头脑风暴法研讨、嘉宾点评
等方式进行思维碰撞，共同探讨资源共享、提升服务质量等办会经验。
政策法规
人社部、财政部调整现行工伤保险费率
7 月 22 日，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为更好贯彻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
例》，使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更加科学、合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调整现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一、关于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对行业的划分，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将行业工伤风险类别
划分为一类至八类。
二、关于行业差别费率及其档次确定：不同工伤风险类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
保险行业基准费率。各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对应的全国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为，一类
至八类分别控制在该行业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2%、0.4%、0.7%、0.9%、1.1%、
1.3%、1.6%、1.9%左右。通过费率浮动的办法确定每个行业内的费率档次。一类行业
分为三个档次，即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向上浮动至 120%、150%，二类至八类行业
分为五个档次，即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分别向上浮动至 120%、150%或向下浮动至
80%、50%。各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以支定收、收
支平衡”的原则，合理确定本地区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具体标准，并征求工会组织、
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报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基准费率的具体标准可根据
统筹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变动、工伤保险费使用等情况适时调整。
三、关于单位费率的确定与浮动：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
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其工伤保险费率，并可依据
上述因素变化情况，每一至三年确定其在所属行业不同费率档次间是否浮动。对符合
浮动条件的用人单位，每次可上下浮动一档或两档。统筹地区工伤保险最低费率不低
于本地区一类风险行业基准费率。费率浮动的具体办法由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商财政部门制定，并征求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
四、关于费率报备制度：各统筹地区确定的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具体标准、费
率浮动具体办法，应报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并接受指导。省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应每年将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标准确
定和变化以及浮动费率实施情况汇总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海关总署就在全国推广汇总征税有关事项发布公告
7 月 24 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称，为提高贸易便利化，降低通关成本，海关总署决
定在试点基础上，从 7 月 27 日起全面推广汇总征税改革。海关对符合条件的进出口纳
税义务人在一定时期内多次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实施汇总计征。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适用汇总征税模式的企业应是进出口报关发布公告单上的经营单位，并且符合
以下条件：
（一）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用户；
（二）企业类别为一般认证及以上；（三）
上一自然年的月均纳税次数不低于 4 次；（四）企业申报符合规范要求，提供海关单证
审核必要的资料和信息，遵守海关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纳税及时；（五）无其他不适合
汇总征税的情形。
二、为汇总征税企业提供总担保的银行应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良好的资信和
较大的资产规模；（二）无滞压或延迟海关税款入库惰事；（三）承诺对企业担保期限

内申报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滞纳金承担足额、及时汇总缴纳的保付责任； （四）与
海关建立保函真伪验核机制。
三、企业应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申请开展汇总征税，提交《汇总征税
企业专项评估表》，并列明拟开展汇总征税的一个或多个直属海关。
属地关税职能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企业资信进行专项评估，确
认担保适用范围，完成企业信息备案。特殊情况，评估时间可延长 15 个工作日。
四、通过资信评估的企业应向属地关税职能部门提交总担保。
总担保形式包括保证金和保函。保函受益人包括企业注册地直属海关以及其他拟
汇总征税的直属海关。
五、企业申报时选择“汇总征税”模式，录入总担保备案编号。一份报关单只能
填制一个总担保备案编号。报关单打印时显示“汇总征税”字样。
六、海关确认担保额度扣减成功，且无布控查验等其他海关要求事项，即可实施
现场卡口放行。有布控查验等其他海关要求事项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七、汇总征税报关单采用有纸模式的，企业应在办结实货放行手续之日起 10 日内
递交纸质报关单证。至当月底不足 10 日的，应在当月底前递交。超期交单的，按照规
定办理。
八、企业应于每月第 5 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上月应纳税款的汇总支付，且不得再
选择电子支付担保方式。税款原则上不得跨年缴纳。
九、企业未按第八条规定缴纳税款的，海关径行打印海关税款缴款书，交付或通
知企业履行纳税义务；企业未在税款缴款书规定的期限内缴税的，海关办理保证金转
税手续或通知担保银行履行担保纳税义务。
十、汇总征税额度的扣减和恢复只对应应纳税款，如有滞报金等其它费用，企业
应在货物放行前缴清。
十一、企业出现欠税风险，征税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以下简称“征税地关
税职能部门”）可冻结企业总担保备案，暂停其汇总征税。
十二、企业可根据进出口业务需要，向属地关税职能部门申请企业信息备案和总
担保备案资料的变更。
十三、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地关税职能部门取消其汇总征税资格，并制发
《取消适用汇总征税作业模式告知书》：（一）违反本规程第一条列明的海关管理规定
的；（二）一个自然年度内未按第八条规定及时缴纳税款两次以上的；（三）存在少缴
或漏缴税款等税收征管风险的。
十四、属地和征税地关税职能部门每年底对本关区内登记总担保备案和开展汇总
征税的企业实施纳税信用评估，发现企业有第十三条所剂恃形的，征税地海关联系属
地关税职能部门取消其汇总征税资格。

十五、担保银行有下剂恃形之一的，属地关税职能部门不予接受其出具的保函：
（一）不具备资金偿付能力的；（二）滞压海关税款的；（三）拒不履行担保赔付责任
的；（四）不配合海关税收征管工作的。
广东发布《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
作为“广东制造”未来升级版规划，广东 7 月 27 日正式对外发布《广东省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规划》指出,广东要在 10 年后,即 2025 年,全省制造业
全面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建成全国智能制造发展示范引领区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
能制造产业集聚区。
《规划》指出,广东在今后 10 年将建设珠三角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广州和
深圳两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为智能制造研发创新轴,重点建设中国(广州)智能装备研究
院、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广东(东莞)智能机器人协同创新研究院、中德工业
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等新型创新平台。同时，广东将建设智能装备产
业基地,其中深圳市着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
备产业制造基地、创新基地、服务基地和国际合作基地,重点发展智能机器人、智能可
穿戴产品等。广州重点打造全省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核心区,重点发展工业控制、智
能传感、系统芯片、运动控制等智能制造基础部件,以及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等。
此外,广东将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深圳重点在 3C 产品制造、生物医药、
汽车制造、港口物流等领域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和示范应用,建设智能工厂示范。广州
重点在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加工、造纸石化、物流仓储等领域实施智能化改造
和示范应用。为使目标顺利实现,《规划》化解为六大任务:构建智能制造自主创新体
系;发展智能装备与系统;实施“互联网+制造业”行动计划;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提升工业产品智能化水平;完善智能制造服务支撑体系。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关键
是实施“机器人应用”计划。针对部分行业的劳动力密集、作业环境恶劣、流程和产
能瓶颈、高安全风险等环节,采取“机器人应用”、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工
业机器人等形式,分类组织实施“机器人应用”专项计划。
综合资讯
2015 上半年玩具出口增速超过 10%
据海关统计，2015 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11.5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
降 6.9%。其中，出口 6.57 万亿元，增长 0.9%；进口 4.96 万亿元，下降 15.5%；贸易
顺差 1.61 万亿元，扩大 1.5 倍。
上半年，我国对新兴市场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势良好。其中，对
美国、东盟、印度双边贸易分别为 1.64 万亿元、1.38 万亿元和 2096 亿元，分别增长
4%、1.6%和 1.1%；对东盟、印度、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 9.5%、10.7%、
3.7%和 12.9%，出口值合计占我出口总值的 26%，同比提升 1.9%。此外，对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均超过 17%。此外，

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部分高端产品出口增速较快。上半年，我
国出口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1.34 万亿元，增长 0.7%，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20.4%；其中，玩具、家具、箱包出
口增速超过 10%。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在即 玩具在内孕婴童市场潜力可观
日前有消息称，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此后，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近日重申
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
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业内人士认为，婴儿潮、二孩政策松绑、消费升级等因素正推动中国婴童产业快
速发展，特别是即将爆发式增长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出行品类引得资本密集关注与
行业整合频繁。二胎政策改革+年轻父母新观念有望推动婴童市场持续增长，我国 0 至
10 岁的婴童比例近几年保持相对稳定，随着二胎政策改革的推进，婴童的基数有望得
到提高，0 至 10 岁以下的婴童的占比将有所提升；与 60、70 后父母相比，80、90 后
父母的育儿方式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注重品牌和安全性，同时他们也更加看重
孩子在教育和娱乐等方面的投入。随着 80、90 后父母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婴童消费将
快速增长，针对婴童的消费品牌将迎来较大机遇。
北京玩博会开幕：儿童玩具迈向智能生活化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第六届北京玩博会开幕，300 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云集，吸
引了大量父母携“萌宝”前来体验。
活动现场，新奇的创新类玩具产品吸引了大部分儿童的目光，如只需滴入盐水即
刻行动的机器人、12 生肖迷你芭比、乐高拼插玩具及创意颗粒彩墙、婴儿车防雾霾系
统等逐一亮相玩博会。越来越的儿童玩具开始迈向智能化和生活化，这些玩具在满足
儿童好奇天性的同时，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奥飞动漫战略投资悠游堂

开拓儿童游乐产业

奥飞动漫、TCL、碧桂园等 6 家机构近期联合向悠游堂（YuYuTo）注资人民币 3 亿
元股权融资。这是悠游堂在过去一年中的第 2 次大额融资，显示儿童游乐行业的产业
升级和资源整合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市场格局正在从深层次上发生巨大的变化。
悠游堂是国内率先完成全国性布局的儿童游乐连锁品牌，也是新兴的“体验式消
费”的代表性企业。自 2010 年 6 月首家门店开业起，一直专注于购物中心内的儿童游
乐场及主题乐园项目。到 2014 年底，门店数量达到 200 家，全年接待顾客超过 820 万
人次，高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当年所接待游客人数。奥飞动漫战略投资悠游堂，将会对
奥飞动漫所拥有的各种版权形象以主题乐园等方式落地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全
面提升粉丝的线下娱乐体验。同时，悠游堂通过移动互联等产业延伸战略而带来的市
场潜力和财务价值的巨大想象空间。

电影授权玩具有望助孩之宝 5 年内赶超美泰
孩之宝 7 月 20 日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得益于《侏罗纪世界》主题恐龙
玩具和培乐多彩泥的热销，公司净利润增长 25%至 4180 万美元。从产品线上看，
《侏罗
纪世界》周边玩具，与星战系列玩具和复仇者联盟系列玩具并肩成为男孩子们的最爱，
部分抵消了当季女童部门业绩下滑 22%的损失。
孩之宝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司业绩还能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星球大战 7：
原理觉醒》将在下半年公映，有助于孩之宝热销星战系列玩具。华尔街预计，今年全
年孩之宝营业收入将增长 3%以上，明年增幅将达到 10%。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孩之
宝仍位列拥有芭比娃娃的美泰之后，为全美第二大玩具制造商。不过有分析指出，孩
之宝积累了一系列热门电影的玩具版权，比如星战系列，X 战警系列，并与迪士尼合作
开发以《冰雪奇缘》为代表的公主系列，将令仅仅依靠芭比系列支撑大局的美泰难以
招架，未来 5 年内孩之宝有可能取代美泰，称霸美国玩具市场。

卡通玩具销售助力 迪士尼创单季度净利润新高
美国华特迪士尼 8 月 4 日发布的 2015 年 4～6 月财报显示，销售额同比增长 5％，
增至 131.01 亿美元，而净利润同比增长 11％，增至 24.83 亿美元。以收入和利润实现
两位数增长的电影部门为代表，主要业务均表现强劲，净利润创单季度的历史新高。
因《复仇者(The Avengers)》系列新作《复仇者联盟 2:奥创纪元》热映，电影部
门的收入增加 13％，营业利润也增长 15％。此外，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人气未消，
销售电影相关卡通玩具等的消费产品部门利润增长 27％。主题公园部门收入增长 4％，
营业利润也增长 9％。以迎来开业 60 周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迪士尼乐园”为代表，美
国主题公园的入场人数和客单价均在增加。
优衣库扩大与迪士尼合作 将销售毛绒玩具
运营休闲服装品牌“优衣库”8 月 3 日宣布，将与美国沃尔特·迪士尼扩大商品开
发等合作。将自 8 月中旬起，逐步推出在设计上采用迪士尼卡通形象的毛绒玩具等。
2015 年秋季以后，将在优衣库的主力店开设销售迪士尼相关商品的专柜。2016 年春季
还将在迪士尼的美国主题公园内开店。
优衣库自 2009 年起一直销售在设计中采用迪士尼卡通形象的衣类。将自 8 月中旬
起，新推出毛绒玩具。首先计划于 2015 年秋季把中国上海旗舰店的 1 个楼层进行改装，
以专门用于销售迪士尼相关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