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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税制发布
4月8日起实施 商品价格有升有降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跨境电商新税制4月8日将正式

推行的消息得到确认。财政部等三

部委24日发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税收政策显示，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将由原来征收行邮税改为征

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单次交易限值由行邮税政策中的

1000元（港澳台地区为 800元）提高

至 2000元，设置个人年度交易限值

为2万元。

商品价格有升有降

“50元以下行邮税免征，是近年

来跨境电商得以快速发展的第一大

利器。然而随着新税制的发布，跨境

电商将会告别行邮税时代。”上海跨

境电商行业协会一位人士如是表示。

财政部官网发布的信息指出，行

邮税针对的是非贸易属性的进境物

品，将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

税三税合并征收，税率普遍低于同类

进口货物的综合税率，形成不公平竞

争，为此，政策将对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

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

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

收。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

年度限值的单次交易，以及完税价格

超过 2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

品，将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

税。为满足日常征管操作需要，有关

部门将制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商品清单》并另行公布。

这意味着，食品、保健、母婴、日

用品类的商品将从过去的基本免征

到现在要征收购物总价 11.9%的跨

境税。

以婴幼儿最常用的奶粉产品为

例，税改前一罐800克装的荷兰美素

奶粉的单价约为160元，消费者买3罐
的价格是480元，按照行邮税率10%的

税率应交税48元，但由于未到50元行

邮税的起征点，所以纳税额相当于为

0。税改后，则无论总价值是否到500
元，都需要交11.9%的税，三罐奶粉则

需缴纳160✕3✕11.9%=57.12元。

然而，也有部分商品会从中得

益，比如限额内的电器类、个人洗护

类等。这类商品原先需要按照种类

不同，分别缴纳 10%至 50%的行邮

税。而在新税制实施之后，则可以至

多少缴38.1%的税。

保税模式冲击最大

“跨境电商行业目前比较主流方

式为保税模式和直邮模式。通常来

说，自营类、垂直类或品类不够全的

跨境电商更多依赖于保税备货模

式。”洋码头CEO曾碧波表示，此次

行邮税的调整，对于依赖保税的跨境

电商短期内影响比较明显。这种模

式下，低客单价爆款规模化运作的模

式会在短期面临价格上涨压力。

他表示，从行业竞争的层面，完

全依赖于保税备货模式的电商会面

临一定的挑战和考验期，商品补贴、

促销模式及选品机制可能需要进行

3-6个月的升级和迭代，进行供应链

体系的重新梳理。无法及时作出调

整的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成长压力，过

于依赖资本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中

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海外产品在

价格差、品质和多样性上的优势还将

长期存在。跨境电商在商品价格和

品质上的优势都是国内消费者继续

追逐的，因此整个市场不会受到影

响，且将长期健康发展。

目前，部分电商已经针对此次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作出回

应。比如天猫国际方面就表示，为了

保证进口消费体验更好过渡，天猫国

际海外商家尤其海外品牌暂无调价

计划，10%左右税率调升对于天猫国

际上拥有品牌溢价的海外品牌商来

说，这部分成本可以自身消化掉。苏

宁云商方面则表示，公司会根据不同

的商品特性，在物流和运营上作出对

应的调整，以应对新税制带来的影

响。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5年，市消保委受理的跨境

电商投诉多达1059件，数量同比

增加368.6%。其中，美妆护肤、婴

儿用品及箱包是消费者的主要目

标，这三类商品的投诉量占比分

别为38%、22%、21%。

跨境电商投诉所涉问题主

要集中在配送、支付、售后等3个

方面。

配送方面，“海外直邮”、“保

税仓或海外仓发货”、“转运”是3

种主要形式，不按约定时间发货、

配送周期长、物品丢失是其中的

主要问题。

支付方面，消费者集中反映

的问题是交易被取消后资金退还

周期过长。此外，部分跨境电商

的账户存在安全隐患。

售后方面，除了普遍性的“烦

恼”，还出现一些特殊问题：一是

退货政策不相符，境外商品普遍

不支持境内的“七日无理由退

货”。二是商品质量标准有差异，

相关标准与境内的存在偏差。三

是保修服务难保障，部分境外商

家不提供或仅提供短期的保修服

务。四是维权成本高，由于商品

来回运费及税费损失、寄送安全

缺乏保障、时间周期过长等因素

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跨境电商投诉集中在配送支付售后三方面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药明康德日前宣布，在韩国首尔设立分公司，以便为韩

国乃至亚太地区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量身定制的一体化研

发生产服务, 并通过药明康德全球平台能力和创新资源，加

速推动该地区创新技术及医疗健康产品造福病患。

药明康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革表示，“韩国是亚太

地区生命科学行业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之一，我们期待和本

地区客户及合作伙伴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通过药明康德一

体化的全球开放式平台更好地助力地区生命科学研发创新，

造福全球病患。”

药明康德是国际领先的开放式能力与技术平台公司，为

全球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提供从药物发现、

开发到市场化的全方位一体化的实验室研发和生产服务。

在此之前，药明康德与礼来制药刚刚在浦东宣布启动战略合

作，共同在中国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运作一款全球首创的小

分子口服降血脂新药。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外高桥造船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 4艘 40万吨级矿砂船（VLOC）的建造合同，这是外高桥

造船首次建造世界第二代超大型 40万吨级矿砂船，同时也

成为中船集团和上海地区首家建造 40 万吨级矿砂船的船

厂。

作为世界最大节能船型和最大散货船/矿砂船建造基地，

外高桥造船至今已累计交付的各类散货/矿砂船占世界运营船

舶的15%，远超日韩同类船厂，在国际上拥有绝对的优势。据

悉，此次签约的世界第二代超大型40万吨级矿砂船，由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设计，在结构及

强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重点突出“绿色、环保、节能、安

全”，是一款中国先进、世界领先的最新设计产品。

该船船长362米、宽65米、深30.4米，设计吃水23米，航速

14.5节。各项技术性能领先，包括超低油耗，单位重量铁矿石

运输成本较20万吨级船舶降低30%等。此外，该船实现了超

高安全设计，采用最新应力监控系统，随时对船体安全进行预

报预警，满足船舶在25年一遇风浪中的动力响应。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展讯通信宣布其LTE SoC平台SC9830i被三星Gal⁃
axyJ3（SM-J320F/DS）智能手机采用，该手机将于近期上市。

作为展讯首款被三星采用的入门级 LTE手机处理器，

SC9830i采用客户化定制并全面适用于三星 4G智能手机。

可实现高速的数据传送及稳定的语音通讯等。此外，

SC9830i集成了NEON多媒体处理器以及多种标准的多媒

体加速器，支持1080P高清视频以及1300万像素摄像头。

展讯通信董事长兼CEO李力游表示，“展讯 SC9830i是
首款被三星入门级4G智能手机采用的智能手机平台。展讯

领先的LTE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了最新的用户体验且价格

实惠的产品。随着全球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搭载四核处理

器的终端产品能够吸引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在未来，展

讯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手机平台解决方案，以满

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钱圣扬

日前，落户于南汇工业园区内的上海成也商业保理股份

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成为中国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商业

保理公司。

据介绍，上海成也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为中小企

业提供预付款融资、应收账款管理及催收、信用风险担保等

综合服务，目前已经在化工、房地产、零售、物流等领域展开

了保理业务。

以成也保理为例，新兴金融产业已经成为南汇工业园区

北区的又一产业亮点。记者了解到，目前注册于南汇工业园

区的新兴金融企业共16家，其中内资企业14家，注册资本合

计为 8.14亿元人民币，外资企业 2家，注册资本合计为 8230
万美元。

金桥集团方面表示，将通过加速中部开发、推动南汇工

业园区北区转型升级、扶持资优企业加速发展，打造新兴金

融产业新亮点。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浦软创业营”第二期开启

全国招募，面向TMT行业创业者开

放申请。

“浦软创业营”是由浦软孵化器

和浦软基金管理方晨晖创投联合发

起，为期三个月的集中训练计划。通

过集中培训、案例剖析、经验分享、名

企走访等方式，帮助学员实现“从创

业者到企业家”的转变。

记者了解到，本期“浦软创业营”

将于 4月正式开营，软银中国、红杉

资本、金沙江创投、德丰杰龙脉、戈壁

创投、华登国际、PLUG&PLAY、中以

创新中心等知名机构将参与其中。

学员将有机会获得60位导师专业指

导、上亿风险资金对接、六个月浦软

免费办公室场地提供、全链条创业服

务体系支撑、全方位媒体报道支持等

浦软创业礼包。

在首期“浦软创业营”中，经过重

重筛选，40家企业从上百个报名项

目中脱颖而出，随后入营，毕业后近

15家创业企业获得了风险投资，共

计2.06亿元；另有2家企业登陆新三

板挂牌。

上海浦东软件园已经成为了创

新企业实现梦想的“大孵化器”，汇聚

4万余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浦

软孵化器为例，该专业孵化器拥有 8
年运营管理经验，累计孵化了200余

家创业企业，撬动社会融资超过 25
亿元，并成功孵化出天天果园、洋码

头、喜马拉雅、七牛、智位机器人等优

秀企业。

去年 5 月，上海浦东软件园发

布“浦软创业+”5 年行动计划。作

为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浦软孵

化器希望通过浦软创业营帮助更多

人实现创业梦想，培育一批能引领

时代潮流、带来传统产业变革的创

业者。

据悉，本次“浦软创业营”招募截

止时间为4月10日，对课程和导师都

进行了精心设置和安排，在学员选拔

上安排初评、面试等环节后最终确定

录取名单。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君言 王磊

记者日前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上

海海关推出的“前置价格审核”模式，

促进了皮草行业国际贸易的便利

性。以此为契机，上海海关正不断探

索优化价格管理，助推传统贸易领域

发展新型互联网商业模式。

据介绍，相比较其他进口商

品，皮草行业的专业性是海关价格

管理的难点。大部分皮草从运输

到仓储需全程冷链保存，物流成本

较高。

为加快通关速度，减轻企业成本

压力，同时保证进口价格审核的准确

性，上海海关优化审核流程，将海关

审价过程前置到貂皮实际通关申报

之前，按照每张貂皮对应的唯一编

码，通过互联网账号跟踪查询具体成

交情况，建立了包括价格预审核、价

格备案等在内的整套通关前审价程

序，确保在貂皮出库申报进口时即时

完成价格审核工作。

上海纺织集团是海关变更监管

模式后的受益者。该公司在去年 9
月与全球最大的貂皮供应商丹麦哥

本哈根皮草合作开展貂皮国际贸易，

共同建立“北欧貂皮保税物流”项

目。由丹方负责貂皮公开拍卖，中方

负责物流、资金流、保税仓储和进口

代理操作。

“海关推出的提前审价，是我们

顺利开启貂皮国际贸易互联网+物

流模式的动力之一。”上海纺织集团

副总裁沈耀庆表示，目前，整个货物

交易和物流信息都可以通过网页和

手机应用等形式在互联网终端实时

查询。预计今年，双方将合作进口

10亿元貂皮。

展讯LTE SoC平台
被三星智能手机采用

药明康德成立韩国分公司
加强亚太研发合作

成也保理挂牌新三板
南汇工业园欲打造新亮点

外高桥造船获
40万吨级矿砂船订单

“浦软创业营”第二期开启全国招募

海关提前审价 促进皮草国际贸易便利化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税制“靴子落地”，消费者关心的是海淘东西会不会贵。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