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昨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

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开始实行，首次降关税的产品包括韩

国中药材、澳大利亚海鲜制品等，未来中

韩和中澳将按照协议对双方超过 90%的

税目实现零关税，商品涉及化妆护肤、服

装、农产品、电器等。

据了解，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

定经过多轮谈判后，分别于 2015年 6月 1
日和 2015年 11月 17日签订，两份协定范

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多

个领域。

根据协议，12月 20日自贸协定生效

当日，即迎来第一次降关税，而在明年1月
1日则将实施第二次降关税，并在未来最

终实现协议所规定的免税政策。

其中，中韩自贸协定在最长 20年内，

中方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

数的91%、进口额的85%，韩方最终实现零

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数的 92%、进口额

的91%。而中澳自贸协定，在不超过15年

内，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

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 100%，中国实现零

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

到96.8%和97%。

记者注意到，中韩自贸协定中首批实

行零关税的商品包括天麻、西洋参、党参

等中药材。而最受国内消费者喜爱的洗

发沐浴、化妆品及护肤品，则将在5年内部

分降税35%或20%。

特色食品方面，韩国海苔的关税将在

10-20年内从目前的 15%降为零，韩国泡

菜目前 25%的关税则将在 20 年内取消。

鳕鱼、冻蟹等近90%的水产品将在10年内

逐步取消关税。电冰箱、电饭锅、电炒锅、

电烤箱、电磁炉、微波炉等电器产品将在

10年内取消目前 15%的关税。服装、鞋帽

产品的关税则将在10-20年内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高丽参、葡萄汁

等果类加工品和酱油、豆酱等传统食品并

不在降税范围内，维持现有 25%关税不

变。

中澳自贸协定中首批实行零关税的

商品包括龙虾制品、蟹制品、罐装鲍鱼等

商品。其中，龙虾制品、罐装鲍鱼等现行

关税为 5%，自昨日起这些产品的关税为

零。而龙虾、帝王蟹、鲍鱼关税降幅为

2%-3%。最受国内消费者关注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关税已经从15%降为12%，到明

年 1月关税再降到 9%。而奶粉产品完全

取消关税需要4年时间。

以一罐国内售价在300元的澳大利亚

婴幼儿奶粉来说，减免 15%的关税，消费

者可以节省 45元。这意味着通过巨大差

价赚取利润的代购行业未来将受到一定

程度的冲击。

家乐福上海地区公共事务负责人表

示，虽然目前自贸协定已经生效，但由于

超市所售物品均为供应商已有货物，这些

货物走的都是之前实行的关税，因而超市

方面尚不能做到立马兑现。不过，相信实

行新规后，供应商方面将对货物有所调

价，价格变动也将在未来体现在货架上。

此外，他也指出，由于进口产品的价格除

了包含关税外，还包括增值税和不同额度

的消费税，因而降低关税或仅能对产品价

格进行部分降低。

来自韩联社的报道称，中韩自贸协定

未来 10 年将拉高韩国国内生产总值

0.96%。此外，更好的商业机会将创造大

量就业岗位并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

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韩自

贸协定将拉动中国实际GDP增长 0.34个

百分点，拉动韩国实际GDP增长 0.97个

百分点。

同时，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预

测，中澳自贸协定将拉动澳大利亚 GDP
增长0.7个百分点，拉动中国GDP增长0.1
个百分点。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震宇公开表示，自贸协定的实施对中韩

和中澳均有明显的贸易带动作用。相应的

也有一些竞争，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强大，国

内的农牧产品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他同时指出，此次降税过程较长，短时间优

惠并不会立刻体现在价格终端上。

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吴婷 2015.12.21

MARKET 市场

4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亿起嗨——来伊份《中国之

星》优酷土豆网络播放量破亿发布会”在

沪举行。《中国之星》由灿星制作与东方

卫视携手制作，而优酷土豆则是该节目

的全网独播平台。

据了解，作为优酷土豆今年重点推

出的大型国际交流竞唱节目，《中国之

星》以其超人气的巨星嘉宾、绝妙的竞演

机制和国际化的节目合作力压群芳，节

目首期上线仅 6小时，播放总量就突破

500万，半日播放总量突破 1300万。而

在三期节目上线后，播放量更是突破亿

级。

来伊份作为优酷土豆《中国之星》

第一季独家网络冠名商，还将与优酷土

豆“独家定制”的两档延伸节目《遇见中

国之星》和《中国星爆点》进行深入合

作，同时配合优酷土豆覆盖全终端用户

推送、热播综艺联动推送、全媒体站外

运营、节目专属定制互动、周边延伸明

星互动等。

据悉，近日优酷土豆发布公告称，

任命魏明、杨伟东担任优酷土豆BG联

席总裁，魏明负责会员整体业务和资讯

内容板块，杨伟东主要负责娱乐内容板

块以及平台运营业务，这也是阿里收购

优酷土豆后进行的首次人事调整。其

中，魏明还将兼任阿里数字娱乐总经

理。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任命意味

着阿里与优酷土豆融合即将加速，而随

着阿里资本入驻以及在广告营销方面的

持续发力，未来国内视频行业或将迈入

盈利时代。

据悉，目前优酷土豆已覆盖 PC、电

视、移动三大终端，兼具影视、综艺和资

讯三大内容形态，贯通视频内容制作、播

出和发行三大环节，月度用户规模已突

破4亿。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获

悉，新版公拍网已经上线，平台有效实现

了用户登录平台即可进行查看、咨询、登

记、支付等全流程互动体验。公拍网还

通过与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中国电信、

微信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了更大规模的

用户覆盖。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推出的公拍网

实现了查看、咨询、登记、支付、竞拍、结

算、物流等全流程互动体验。同时，在

公拍中心进行相关拍卖活动时，公拍网

还将进行同步拍卖，实现了拍卖场所、

网络平台、公告媒体、资金管理、日常监

管的统一，让拍卖活动的操作更为严谨

规范。

结合“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今

年，上海拍卖行业协会对公共服务和传

统行业进行改造升级，新公拍网上线后

同时推出了手机移动端，实现包括视频

介绍、实景照片、地理位置、详细描述、瑕

疵细节等在内的信息展示。在保持网络

与现场同步拍卖特色的基础上，还增加

了在线拍卖功能。公众可快速检索到意

向标的，实现线下看样、网上咨询、报名、

支付、竞拍、结算一站式服务。此外，用

户还可用手机打开“移动公拍网”查询、

观摩、参加拍卖，也可跨平台转发分享拍

卖信息。

来自上海拍卖行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公拍平台成交72亿元，

比上年同期的 45.7 亿元增长 58%。自

2010年公拍网运行以来，目前已累计网

上成交 220亿元，超过全国拍卖行业其

他同类网络平台成交额的总和，网络成

交额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金融与地产跨界融合的好戏也在安

居客上演。记者日前从安居客获悉，其

与58金融合作推出了专注于房地产领域

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安居客首付贷”，该

产品旨在为购房者快速解决购置新房的

首付资金短缺难题。

据了解，安居首付贷月利率仅为

0.36%，低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平均水

平。同时，申请安居首付贷无需任何抵

押，使用纯信用审批，最高可借首付的

50%（不超过 100万元），降低购房者筹集

首付款的压力。

陈先生今年看中了花桥星汇兰亭的

一套 89平方米的住宅，苦于账户里资金

都投入到生意上，目前存款仅有 15万元

左右，而首付却需要29万元，这让他十分

为难。而通过申请安居客首付贷产品，

让陈先生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燃眉之急。

目前，该楼盘已经有 33人通过申请安居

首付贷，完成购房。

安居客的一位房产分析师告诉记

者，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刺激，目前消费者

对住宅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有很大一部

分人虽然月薪很高，不过因平时没有储

蓄的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拿出一笔巨

额资金。还有一部分客户其实并不缺

钱，但可能由于种种原因，短期内拿不出

大笔资金，用来支付首付。首付贷的出

现解决了上述两类客群的痛点。

对于风险，该分析师表示，58同城拥

有巨大的流量，依托 58大数据库可快速

判别申请人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58
金融与银行征信系统，以及与芝麻信用

进行合作，根据申请人以往信用记录进

行三方信用审查，从而把控风险。

除首付贷，安居客还发布另两款与

房产相关的金融产品“优居宝”和“安居

拍”。其中，“优居宝”为一款用于理财投

资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

6%，更可在买房时享受额外优惠。而“安

居拍”则是一款可以获得低价购房资格，

或获得优先选购特价房权利的众筹金融

产品。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网发

布了首个餐饮行业解决方案。针对餐

饮商户的不同阶段运营需求，推出“聚

客”、“爱客”以及“尊客”三项解决方

案，从支付即会员、精准营销和大数据

营销三个方面帮助餐饮商户进行高效

运营。

“聚客”通过支付宝的广泛覆盖提

升商家会员覆盖率。据了解，支付宝拥

有 4亿实名用户，“聚客”主要指用户支

付后主动关注商户，就可直接成为该商

户会员。此举既可以省去用户填写会

员资料的麻烦，也可以大幅度提升商家

的会员覆盖率。与此同时，“聚客”方案

还提供了服务窗、口碑自运营店铺、通

用券等基础工具，帮商家建立一套基于

支付宝和口碑平台的完整O2O运营系

统。

而“爱客”则向商家提供在线店铺装

修、分层券和潜客雷达三大工具。商家

可以设置一张八折代金券，单独推送给

每月吃过4次以上的常客，或是当天过生

日的顾客，让会员感受到独享的惊喜

感。这种特定的会员权益与“一张券发

遍天下”的传统做法相比，具有精准数据

营销、获取潜在客户，提升消费体验与品

牌忠诚度的作用。

在积累大量会员并且了解他们的分

布特点之后，口碑的“尊客”解决方案将

为特定群体的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据介绍，“尊客”通过大数据、云技术技

术，帮助商家更细化地了解顾客群体之

间的差异，为顾客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营

销方案，比如为远道而来的顾客提供打

车券，为有宝宝的家庭，赠送婴儿配餐

等。

口碑网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聚

客”解决方案已经上线，免费向商家开

放。根据商家的成长速度，“爱客”、“尊

客”解决方案也会陆续推出。业内人士

认为，这套解决方案的推出，意味着餐饮

业走出高成本低毛利的团购类野蛮促销

阶段，进入会员精准营销的新阶段。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本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19日进行，

系 2015年度的最后一次竞拍。最终结

果显示，本月参与竞拍的人数高达

179133人，比上月增加了 9974人，再次

创出历史新高。

来自上海国拍的数据显示，本月上

海投放私车额度7698张，比上个月多出

了184张。不过，由于临近岁末，市民购

车意愿增加，拍牌需求上升，参与投标人

数比上月猛增9974人，使得本月车牌的

中标率仅为 4.3%，追平了今年的最低中

标率，相当于 23 个人争夺一块上海车

牌。

价格方面，本月私车额度拍卖的最

低成交价为 84500 元，平均成交价为

84572 元，比上个月的 84703 元减少了

131元。最低成交价的截止时间是 11：
29：57（第867位）。

据统计，今年上海共投放私车牌照

92947张，与往年基本持平。其中，9月

投放8727张，为今年最多的月份；3月投

放 7406 张，是最少的月份。从中标率

看，今年 1月为最高，达到 8.1%；而 6月

和12月为最低，都只有4.3%。

业内人士分析，上海历年来私车牌

照投放都在10万张左右，如果明年拍牌

规则没有新的改变，则中标率依然将在

低位徘徊。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4月15日起，上

海新的外牌限行规定正式落地，早晚高

峰限行时间各延长1个小时。这一规定

实施后，对上海改善交通拥堵状况起到

一定作用，也促使大量车主放弃外牌，加

入沪牌拍卖大军。这也成为下半年以来

参与沪牌拍卖人数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

原因。

上半年沪公拍平台
成交72亿元
新版公拍平台上线

优酷土豆独播剧
播放量破亿口碑网发布首个餐饮行业解决方案

餐饮业进入会员精准营销新阶段

安居客推出房地产“首付贷”
月利率0.36%

中澳中韩自贸协定生效部分商品免税
商品价格下降 市民或可告别“代购”

今年沪牌最后一拍
上周六举行
人数近18万再创新高

自贸协定生效后，一些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将享受零关税待遇，有些进口商品或比国产还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