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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台式机、投影
仪、打印机……这些办公设备
是运营一家企业必不可少的硬
件，然而高昂的采购成本常令
不少中小企业倍感负担。如何
减轻运营成本？“以租代采”近
年来成为中小企业的新选择。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日前联
合京东企业购发布的《中小企
业数字化采购报告》显示，今
年二季度，京东企业购中小企
业租赁用户增速环比增长超
170%。其中，笔记本电脑等信
息化设备是最受欢迎租赁设备
品类。

“以租代采”何以兴起？将
怎样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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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租赁，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品种丰富，价格合适，既可长租满足固
定需求，也可短租满足灵活需求

从去年开始，主要经营叉车出口的新牛顿开始租赁
办公设备。新牛顿总经理仇一波告诉本报记者，公司的台
式电脑、打印机、投影仪都是租来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购买一台台式电脑大约需要 6000—7000元，占用的资
金如果换算成贷款利息，一年下来至少可以再多买2台电
脑。租赁一台台式电脑每月只需400元，如果人员流动，还
可以及时退补。“年轻人喜欢运行更快的电脑，因此我们
每半年就会更换一次办公设备，这又进一步为公司减少
了设备维修成本。综合算下来，一次性购买的成本远远超
过了租赁的成本。”仇一波说。

办公设备“以租代采”正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欢迎。《中小企业数字化采购报告》
显示，笔记本电脑等信息化设备是最受欢迎的租赁设备
品类。在主营办公设备租赁的小熊 U租官网上，记者看到
了笔记本、台式机、一体机、投影仪、打印机等多种办公设
备，租金从每月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小熊 U 租创始人胡
祚雄表示，目前小熊U租平台上最受中小企业青睐的是电
脑、商用复印机等办公设备，近几年手机的租赁需求也十
分旺盛。

租赁的优势还体现在其灵活性。目前，办公设备租赁
一般分为短租和长租。长租满足固定需求，短租满足灵活性
需求，一台起租、一天起租、随租随还，可以紧贴企业多样化
的经营需求。在小熊U租官网上，一台戴尔成铭3991台式机
月租318元，租期满12个月后可随时退租，未满12个月退租
需缴纳服务费；租期超过12个月、不满36个月，月租从318
元变为188元。

“轻资产化运营对于企业非常有利，因为资金流转至
关重要。做企业就跟过日子一样，要精打细算，能不花的尽
量不花，该花的要精打细算。‘以租代采’这种轻资产的运
营模式能帮助企业减少运营成本，增加资金流转。今年以
来，得益于轻资产化运营，我们公司的销售额一直在增
长。”仇一波说。

释放资源，实现轻资产转型

——互联网科技、软件信息、教育培训、新
经济等行业企业“以租代采”需求最旺盛

在国家“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
年均新增数量超千万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微企业。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办理开户的新设市
场主体 432.2 万家，日均 2.4 万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
增市场主体保持了较快增速。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现金流压力、采购量小等因
素，在采购过程中对价格的把控往往处于劣势。小熊 U
租累计服务的超 3 万家企业中，90%以上为中小型企业。
其中，互联网科技、软件信息、教育培训、新经济等行
业企业由于更接受轻资产化办公理念、存在刚性需求等
原因，对“以租代采”接受度最高、需求也最旺盛。

为什么是这几个领域？胡祚雄分析，一方面，因为
行业属性特殊，这几类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对电脑等
办公设备的配置需求本身就高于其他行业。另一方面，
这几类企业的人力成本较高，在疫情冲击、面临较大运
行压力的情况下，这类企业需要在严控人力成本的同
时，尽量提高人均效能和产值来渡过难关。

京东发布的报告分析，“以租代采”还可以帮助企
业将资源放在产品研发或市场拓展等更重要的方面，
实现轻资产转型。

具体而言，一是可以减少企业巨额资金的一次性投
入，缓解现金流压力，保证核心业务的战略需求。二是
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完整的租赁运营方
案，企业不需要考虑供应商选择、设备品牌、机型、参
数选定等问题，可节省大量人力成本。三是在减少企业
办公设备空置的同时，以租赁方式灵活满足因人员流动
带来的增减需求。四是可根据企业员工级别、工种差异
等设定办公设备月支出费用，降低企业资产闲置沉没成
本。五是减少了企业对仓库、运维人员的需求，释放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随着中小企业规模逐渐扩大，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2019年，小熊 U 租新增客户同比增长 109.39%，在租设
备台数增长106.93%，服务营收增长超400%，管理设备数量
增长超150%，回收业务营收增长328.57%。2020年，小熊U
租总营收同比超过 200%，平均客户订单台数增长超 40%。

“以租代采”成为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培育市场，进一步完善模式

——中国相关市场渗透率目前为 4.9%，“以
租代采”发展前景广阔

中小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同时，中小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虽然

“以租代采”能够有效减轻企业在办公设备方面的负担，
但市场渗透率不高。据北京德信咨询公司调研显示，欧洲
IT 类上市公司采用设备租赁的规模占比 62.15%，美国办
公设备采用租赁的方式占比 58.74%，中国办公设备租赁
的市场渗透率只有4.9%。

未来，“以租代采”模式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
加大市场培育力度。胡祚雄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

中小企业愿意接受租赁的方式，但是还有很多传统企业
正在观望，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培育。针对行业发展
的实际情况，小熊 U 租将采取多方面措施助推行业发展，
为更多客户提供更丰富的服务。”例如，数字化和智慧办
公是今后各领域企业发展的方向，小熊 U 租将在这方面
持续发力，通过系统算法为企业客户输出免费数字化工
具。企业客户只需输入需求岗位及价格区间，系统将自动
为客户生成满足岗位需求的多套方案，减少用户选择时
间，帮助企业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

打通办公资产全生命周期。除了租赁，回收、资产管理
等环节也应纳入“以租代采”模式。目前，在京东企业购平
台上，不论是台式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还是空调、饮
水机等电器，均可租赁使用以及资产回收，有效帮助企业
盘活闲置资产，实现办公资产全生命周期的高效管理。

“目前可租赁的办公设备型号还不够丰富，如果能自
己选择配置就更好了。”在仇一波看来，从事办公设备租
赁的公司还比较少，未来随着行业发展，他们的诉求或许
将迎刃而解。

租赁笔记本电脑、投影仪、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以租代采”缘何吸引中小企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租赁笔记本电脑、投影仪、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以租代采”缘何吸引中小企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要降低经营成本、
缓解融资难题，有哪些
税费支持政策？创新创
业各个主要环节和关键
领域有哪些税费优惠？
企业如何适用并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各类税费优惠政策分散
于不同税种单行文件，
有了税务总局发布的4本
电子书，纳税人缴费人
能够实现一次性阅读查
询，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将更方便。

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陆续发布 《“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税费优惠
政策指引汇编》《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税费优
惠政策指引汇编》《软件
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税
费优惠政策指引汇编》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新政指引》4项税费优惠
政 策 指 引 并 制 成 电 子
书，将分散于不同税种
单行文件中的税费优惠
政策进行分类汇集、全
面解读，便于不同类型
纳税人缴费人及时全面
知政策、会操作、能享
受，推动税费优惠政策
直达快享。

在“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税费优惠政策方
面，为便于纳税人缴费
人及时了解掌握政策，
税务总局于 2017 年首次
编制 《“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税费优惠政策指
引》 并不断更新。为推
动“双创”向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
进，近年来，财税部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先后出台一系
列税费优惠政策，截至
目前针对创新创业的税
费优惠政策已达 102 项，
涉及范围广、种类多、
数量大、跨度大，均收
录于相关政策指引中。

在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税费优惠政策方
面，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降低经营成本、缓解融资难题。为
便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了解适用税费优惠政
策，税务总局编写的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优
惠政策指引》 梳理汇集了27项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的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
得税、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不超过100万元部分个人
所得税减半征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地方“六
税两费”等。

在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方面，
税务总局对针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的税费优惠
政策进行了梳理，按照享受主体、优惠内容、享受条
件、政策依据的编写体例，形成了涵盖20项税费优惠
政策的 《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汇编》。

此外，为鼓励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明确，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制造
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75%提高到 100%。
为便利纳税人及时了解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
政，税务总局梳理发布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新
政指引》，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多
业经营企业是否属于制造业企业的判定等相关内容
进行明确。

这4本电子书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据介绍，税务总
局制作了电子书架，将上述电子书统一存于书架上，
纳税人缴费人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或通过国家
税务总局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阅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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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 者 王
浩）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近
年来，随着黑河生态水量调
度实践的不断深入，东居延
海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黑河尾闾东居延海实现连续
17 年不干涸，水面面积常年
保持在 30 平方公里以上，东
居延海湿地鸟类达123种，栖
息候鸟8万多只，生物多样性
得到明显改善。

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受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水
资源总量不足等因素影响，
黑河流域下游水量锐减，尾
闾 河 道 断 流 ，东 居 延 海 于
1992 年干涸。2000 年，国家开
始实施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
与调度。经过 5 年努力，东居
延海于 2005 年实现历史性全

年不干涸。
作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河，

黑河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
屏障。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
流域管理局不断加强黑河水
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守
住水资源刚性约束底线，全
面 节 水 、合 理 分 水 、管 住 用
水、科学调水，大力推进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节水
控水成效；持续优化水量分
配方案，不断提升水资源精
细化调度水平；全力推进黄
藏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构
建相对完善的水资源配置及
调控工程体系。此外，黑河流
域管理局坚持科技引领，提
升流域信息化水平；坚持法
治支撑，提升依法管河治河
水平。

黑河生态水量调度不断深入

东居延海连续17年不干涸

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黑河水流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养殖水
产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养殖户在3000多亩水域养殖的大闸蟹喜获丰收，12万多斤鲜肥大闸蟹
将销往上海、广东等地。

图为8月29日，临泽县平川镇平川鱼池养殖区内，养殖户们正忙着捕捞大闸蟹。
王将摄 （人民视觉）

山东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税务局推出“电子税务
局+云办税”的网上办税模式，减少纳税人上门办
税次数。

图为近日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政务服
务大厅，工作人员给纳税人讲解如何通过“云办税”
进行网上核验材料。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小熊 U 租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数
字化仓储管理系统核对IT办公设备出
入库情况。

小熊U租供图

▶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一车间内，
工人正忙着生产一批印刷电子产品。

耿怀军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