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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海关关税处估价管理科科长吴冬梅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盛丽

———记北京市住宅产业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PC管理部部长唐国安

专业过硬的“多面手”

“问题面前有办法， 困难面
前有老唐。” 在同事们看来， 唐
国安是一位专业过硬的 “多面
手”。 在担任北京市住宅产业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 EPC管理部部长期
间， 他努力推动一体化融合， 开
展 一 体 化 实 践 。 凭 借 良 好 的
工 作 业绩 ， 他荣获北京保障房
中心 “202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
称号。

2021年成立的EPC管理部是
集团公司提高管理效率的一项重
要举措。 EPC管理部的业务范围
十分广泛， 包括了工程实施过程
中的制度建设和流程梳理、 工程
投标及商务谈判， 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进度、 技术、 质量管理， 项
目招采、 成本合约、 结算管理、
资金审核等工作。

唐国安在担任EPC管理部长
的两年时间中， 统筹部门与项目

部的工作并将之有机结合， 带领
部门及项目部团队攻坚克难。 先
后编制了与项目管理有关的管理
制度十余项； 项目在受到新冠疫
情影响下仍连续两年完成产值任
务； 编制项目二次预算， 为成本

控制工作奠定基础； 为解决项目
资金问题， 与业主单位谈判签订
补充协议， 缓解集团公司资金压
力， 为集团公司EPC项目的顺利
实施做出了贡献。

唐国安积极推动设计 、 部

品、 工程的一体化融合， 经常召
开各业务板块参与的专题会、 协
调会， 研究解决一体化运营中出
现的新问题， 努力发挥融合新动
能新优势。 在副中心项目的实施
过程中， 他组织燕通公司、 项目
部共同推进钢筋半成品加工、 配
送和信息化系统的落地工作， 为
燕通公司开拓钢筋外加工配送业
务提供了实践新平台， 开辟了新
赛道。 在项目装配式装修推进过
程中， 他主动与设计院、 建设单
位进行对接， 通过不断的研讨，
调 整 、 测 算 优 化 相 关 指 标 参
数 ， 与设计院共同完成了内装
体系的迭代升级， 得到了建设单
位的认可， 使集团在装配式装修
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用实际
行动推动一体化全产业链的深度
融合。

在推动一体化实践中， 唐国
安敢为人先 、 锐意创新 。 2022

年， 集团公司接到房山项目应急
任务。 要求在仅3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7.5万平方米2300多套应急
保租房。 该项目采用集团公司自
主研发的钢结构新三板体系， 无
论从结构体系、 建造方式， 还是
工期要求， 都与传统方式截然不
同， 创造了行业新速度。

作为房山项目指挥部的执行
指挥， 唐国安充分发挥全产业链
一体化优势， 推动设计、 部品、
施工等内部资源有效整合， 努力
克服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 与时
间赛跑， 他奔波在施工现场， 认
真督促、 指导和检查各作业队的
施工情况， 争分夺秒抢工期、 加
班加点赶进度， 及时协调解决施
工中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 他在
设计进度、 构件生产、 现场施工
三者间进行合理统筹， 为集团新
产品的落地实施推广奠定了基
础。

海关估价领域的“一把好手”

1999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海关管理专业毕业后， 吴冬梅进
入海关， 于2000年开始从事估价
工作。 23年来，无数个明月当空的
夜晚， 吴冬梅经常在办公室里俯
首钻研。环绕她的，是翻阅得起了
毛边的《审价办法及释义》，还有
贴着五颜六色记号标签的 《合同
法评注选》《海关估价纲要》。

海关估价是一项政策性、专
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与商
品归类和原产地认定一起构成海
关“三大技术难题”。 2001年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相应要全面
实施《WTO估价协定》，这就意味
着估价准则从“正常价格”演变为
“成交价格”。 这对新入行的吴冬
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怎么体现中国海关认定价
格的合理性， 体现海关的履职担
当，体现《WTO估价协定》立法转
化的规范权威？ ”吴冬梅陷入了深
深的思索。在之后的日子里，吴冬
梅白天跟着同事跑现场， 提升实
操技能， 晚上挑灯夜读， 反复研
读几百种中英文资料。 估价立法
演变、 数据监控、 行业调研、 风
险分析 、 案头审查等每一个环
节， 她都反复研究、 复盘推演，
《审价办法及释义》 《海关估价
纲要》 等各种工具书不断被加注
标签、 记号， 记录着她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以及可供实践的新

思路、新方法。 通过这种办法，吴
冬梅掌握了估价全链条作业内
容，在对大宗货物、飞机、医药等
众多品类进口货物的估价审核
中， 她能够快速捕捉各行业交易
模式下的不同风险点。

如今， 吴冬梅已是海关估价
领域的“一把好手”。 除了在工作
中解决各类技术难题、 疑难问题
外， 她还为斐济共和国税务与海
关署高级官员作专题培训、 在全
国估价高级培训班上就 “转让定
价”专题授课、牵头主持全国海关
系统重要课题研究、 培养海关估
价专业队伍……吴冬梅以过硬的
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在海关估
价领域完善立法理论、 谋划风险
防控机制、 培养专业实战人才等
方面做出了贡献。

“精打细算”展现使命担当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内的游乐
设备采购自全球各地， 涉及多个
国际知名的授权IP。 由于特许权

附加值高，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
周期长达4年， 且涉及境内外企
业主体多， 特许权使用费的征税
难度大、 征税程序复杂、 计税流
程繁琐。

为避免国家税款流失， 吴冬
梅逐项逐页翻阅专利许可协议、
商标许可协议、 购销协议、 报关
单等材料， 准确计算每一笔特许
权使用费， 几块几毛亦要反复核
实。 价格磋商程序启动后， 她又
带领工作组与企业进行多轮磋
商， 从物流部门到财务部门， 从
具体办事人员到公司决策高层，
从宏观讲解税收政策到逐字解释
具体法规……一千多个日夜， 不
计其数的加班加点， 工作组认定
的完税价格最终得到了企业的认
可和配合。

“税款不在于多少，一分一厘
都代表着国家释放政策红利的决
心和对企业发展的关怀。 准确认
定完税价格、计征税款，并在这个
过程中不断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
度，是海关估价人的职责所在，使

命使然。 ”吴冬梅说。
为了让企业能够充分了解海

关估价工作， 吴冬梅组织工作组
与企业进行多轮磋商， 从物流部
门到财务部门， 从具体办事人员
到公司决策高层， 从宏观讲解税
收政策到逐字解释具体法规……
一千多个日夜的宵衣旰食， 终于
获得了企业的认可和配合。 “我们
多做一些，企业就能少绕一些弯，
征纳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她说。

长久的估价工作中， 吴冬梅
早已将沉淀在胸中的关税技术
“百炼钢” 转化为对企业合规服
务的 “绕指柔”， 将晦涩的法律
条文系统化、 生动化， 如丝丝春
雨渗入企业需求的 “田园”。 为
解决社会各界关注的海关与税务
机关对企业从不同角度开展跨国
公司转移定价审核的争议问题，
她被指定为北京地区代表， 与国
家税务总局探讨双方协作的思
路， 为下一步建立双方长期合作
机制奠定基础； 为属地大型纳税
企业在海外遭遇贸易调查事件进
行分析研判， 维护本土企业在海
外的合法权益。

“中国方案”亮相世界估价舞台

2017年， 吴冬梅受海关总署
委派， 代表中国海关参加亚太地
区海关估价研讨会。 会上当某国
代 表 提 出 进 口 部 分 功 能 锁 定
的 打 印机估价案例时 ， 其他代
表纷纷发言表示附和， 而吴冬梅
却指出：“不能仅认定未锁定功能
进行估价， 还应考量锁定功能的
背景和价值。 ”现场一开始稀稀疏
疏的掌声， 慢慢地变成雷鸣般经
久不息的掌声。

“中方代表发言非常精彩，展
示了中国的估价技术及管理水
平。 ”主持会议的日本会长在总结

会议成果时全文引用了吴冬梅的
发言。 一位其他国家的代表在会
议结束后专程找到吴冬梅与她继
续交流了半个多小时， 也让吴冬
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承担的责
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作为海关总署估价技术委员
会核心成员， 吴冬梅多次代表海
关总署参加世界海关组织估价技
术委员会会议及国际多/双边估
价专题研讨 。 在国际估价舞台
上， 她秉承专业精神， 提出中国
方案， 展现了中国海关估价技术
及管理水平。

其中，在为参加WCO估价技
术委员会第55次会议做准备期
间， 乌拉圭海关提出的一个特许
权使用费案例让吴冬梅忙了好
久。 该案例同时涉及进口货物和
许可经营两项对价， 交易主体存
在关联关系。 如何掀开背后交易
实质的面纱， 这给海关估价提出
了极大的挑战。 吴冬梅凭借在国
际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惯例方面
的经验，以逻辑缜密的审查计划，
最大程度还原出交易事实， 给出
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估价方案。 最
终， 这套中国专家方案在大会上
顺利通过。

身为中国海关估价委员会国
际组资深成员， 吴冬梅还承担了
大量的翻译工作。 近年来， 她翻
译、审校了《海关估价纲要》《税收
一揽子指导意见I-II》等WCO重
要专业文献逾10万字。

“作为一名基层海关工作
者， 这些年我见证了国家经济与
海关监管业务的飞速发展， 也见
证了我国海关从国际规则的接受
者、 追随者逐步向参与者、 引领
者的转变。 能够有幸参与到海关
事业的蓬勃发展中， 让 ‘中国方
案 ’ 在世界估价舞台上绽放光
彩， 我倍感光荣。” 吴冬梅说。

吴冬梅是北京海关关税处估
价管理科科长。 作为全国海关闻
名的估价技术专家、 海关总署估
价技术委员会核心成员， 她从事
关税估价工作近23年， 用热情和
汗水悉心耕耘， 生动诠释了 “海
关估价人” 的风骨与坚守。

走向国际估价舞台的中国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