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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管薇

薇）随着国内消费者对境外商品的消费需

求日益增长，儿童消费品的进口量也随之

节节攀升。但光鲜亮丽的“洋包装”背后却

埋藏着种种安全隐患，贴上“进口”标签的

儿童用品并非是高档次、高品质的代名

词。根据上海海关今年前个5月对进口儿

童用品检验监管情况的统计来看，安全状

况不容乐观。1-5月，上海口岸共检出不

合格进口儿童用品 890批，安全不合格率

达11.13%。

这些不合格产品包括儿童服装、婴幼

儿纸尿裤、玩具、儿童用食品接触产品等，

不合格项目主要为甲醛、色牢度、绳带、小

部件、纤维成分含量和包装标识等，会引起

致病性化学危害或窒息等物理危害。

一直以来，上海海关都高度关注儿童

用品等重点敏感消费品的安全问题，通过

实施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执行对接国际

水平的新安全标准等措施，构建从事前预

检、口岸管控到事中事后监管的全链条闭

环监管体系，持续加强进口儿童用品安全

监管，切实保护婴幼儿和儿童等敏感消费

者的权益。

儿童用品的安全直接关系着广大儿童

的身心健康。上海海关提醒广大家长朋友

科学理性消费，切不可盲目迷信国外产品，

在“海淘”大潮中尤其要加强进口儿童消费

品的安全意识，通过正规销售渠道选购进口

商品。在购买玩具、童装、餐具等相关进口

儿童消费品时除关注产品美观度和耐用性

外，更应注意产品的安全性。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从位于

上海自贸区内的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

心（D.I.G.）了解到，今年前 5月直销中心

新增商品近 2000 种。直销中心方面表

示，随着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进一步下

调，直销中心将加大引进国外新品的步

伐，满足消费者更多需求。

记者了解到，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

进口关税，此次下调的目的是着眼于降

低进口产品的成本，让更多质优价廉的

海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消费者不用再

去国外“背货”、不用“海淘”，在国内就可

以买到价格合理的商品。

推动海外优质产品进
入中国

从下调进口汽车关税到降低日用消

费品关税，我国正加快落实十九大报告

和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扩大开放、增加

进口的重要举措，目的就是要满足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今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将服装鞋帽、

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

率由 15.9%降至 7.1%；将洗衣机、冰箱等

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降

至8%；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泉水等

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 15.2%降

至6.9%；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

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

率由8.4%降至2.9%。

有关部门还将落实降税措施，防止

中间环节加价获利，让广大消费者真正

受惠。

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陈逸峰认为，这次

下调日用品关税，将推动海外优质产品

进入中国，并将助力 11 月份在上海举

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博览

会的召开，可以让国外厂商、贸易商看

到中国开放的态度，外高桥作为一个平

台，也正在努力布局，希望将更规范的

产品引入中国，与国内经销商进行有效

对接。”

通过直采模式拿到一
手海外价格

记者了解到，上海外高桥进口商品

直销中心，这几年一直加快扩张速度，并

不断调整品类，以贴近国内消费趋势。

目前，在位于外高桥的商品直销中

心总店内，已经汇集了 1.1 万多种品类

商品。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国际

采购部副总经理马骏对记者介绍，直销

中心内 20%的品类采取了直采模式，“就

是说，我们拿到的是一手海外价格，相

当于‘平行进口’的概念”。以一款加拿

大惠斯勒的冰川水为例，通过直采模

式，目前在直销中心该商品售价为 3.9
元，接近国产饮用水的价格。

马骏介绍说，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下调的话，此矿泉水进口关税将从平均

税率的 15.2%“拦腰式”降至 6.9%，有望

带动进口矿水泉价格的再次下降。“下

半年我们将会引进一款意大利矿泉水，

新关税出台后，希望能将价格谈到 3 元

以内。”

记者了解到，由于目前终端销售的

商品合同都是在一年前或者半年前就已

经敲定，所以此次关税下调的效果，并不

会在7月1日即刻显现，相关品类的商品

价格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前落实到位。但

随着关税降低效应逐步发挥，进口商品

的品类将会越来越丰富。

本报讯（记者 王延）儿童节前夕，驴

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8年亲子游消费报

告》显示，随着假期制度的完善和收入增

长，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父母会带着

孩子自驾度周末、出国看世界，在旅途中增

长见识、培养感情。其中，主题乐园是最受

亲子游客喜爱的景区。

《报告》显示，2018年1-4月，驴妈妈平

台亲子游出游人次相比去年增长近1.6倍，

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上孩子外出旅行度

假。出游人群中，正值生育高峰期的80后

人群已然成为当前亲子游市场的主力军，

其中，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

的家长最热衷亲子出游，南京、长春、成都、

武汉、宁波等城市的亲子家庭出游增速较

快，“带娃出游”已成为旅游市场上的主流

消费趋势。

假期碎片化使得亲子游消费者更倾向

周边旅游，选择驴妈妈周边游产品的出游

人次占比超过 60%，其次为出境游和国内

长线游。出游方式上，由于带着孩子出游，

省心省力成为父母考虑的首选，周边自驾

游和长线跟团游成为主流，超过 75%的用

户选择自驾至周边景区酒店，享受悠闲周

末；超过 67%的亲子游客在长距离旅游时

选择跟团游。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景区中，主题乐

园最受亲子游客喜爱。其中，上海迪士尼乐

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广州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香港迪士尼乐园、罗蒙环球乐园是

2018 年至今最热门的五大亲子游主题乐

园。除大型主题乐园外，各地动物园、海洋

公园、玩水乐园等也是宝宝们出游比较青睐

的目的地，以华东地区为例，上海野生动物

园、上海长风海洋世界、嘉善大云歌斐颂巧

克力小镇等均颇受亲子游客青睐。

出境游目的地中，考虑到孩子的身体

能力、出游时间等因素，日本、东南亚等短

线目的地更受亲子游客喜爱。泰国、日

本、菲律宾、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印

尼、美国、斯里兰卡、新加坡是 2018 年亲

子游客最爱的 10大出境游目的地。除美

国和斯里兰卡外，大部分热门目的地均为

周边旅游目的地国家，飞行距离短、出游

时间适中、性价比高是游客选择这些目的

地的原因。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跨境电商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记者了解到，在过

去两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

上海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进口订单

406.4万单，涉及金额 8.4亿元，征收税款

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60.6%、38.8%、

41.6%。

跨境电商是当今互联网时代发展最

迅速的贸易方式，也是助推外贸和消费

增长的新生力量。目前，跨境电商进口

业务分为直购和网购两种模式，就上海

来说，直购进口模式主要在浦东机场海

关及虹桥机场海关快件现场，95%以上的

业务量集中在浦东机场海关快件场所，

主要龙头企业为小红书、亚马逊；网购保

税进口模式则在浦东机场综保区、洋山

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

流园区、西北物流园区、嘉定出口加工

区、青浦出口加工区、松江出口加工区开

展，主要龙头企业为天猫、京东、跨境

通。此外，跨境电商出口模式已在浦东

机场快件现场开展。

2017 年全年，上海海关共监管跨境

电商进口订单 1643.7 万单，涉及金额 36
亿元，同比增长 45.2%和 66.3%。其中直

购进口模式 535.4 万单，涉及金额 16.2
亿元，同比增长 144.8%和 89.6%；网购保

税进口模式订单 1108.3 万单，涉及金额

19.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4% 和

51.1%。

今年一季度，上海跨境电商进口业

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出口模

式则已实践0到1的突破，进一步丰富了

上海口岸跨境电商业态内涵。

上海海关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服务

水平，吸引企业入驻、回流。此外，上海

海关将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担保账户设

立模式，减轻企业资金成本压力，并将研

究跨境电商包裹超额退货的后续处置方

式及消费者退货模式，提升购物体验。

同时，将对“刷单”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大

查处力度。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6月1日，市交

通委官网发布《上海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至6月30日

期间征询公众意见。

针对目前单车平均日周转率极低，加

之无序投放，城市空间被过多无效挤占，造

成了资源浪费，影响了城市秩序等情况，

《办法》明确了有序投放的相关制度以及动

态调节机制，并保留必要时政府对公共空

间占用的调节权力。

在公众关注的车辆安全方面，《办法》

要求车辆必须安装具有车载卫星定位和精

确查找功能的装置；车辆技术性能符合相

关标准，安全可靠；车辆使用最长不超过3
年；不得在车辆上设置各类形式广告。

《办法》要求实名制注册，禁止向未满

12岁的未成年人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要

求企业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提前设计好用

户的义务要求，比如安全骑行、文明停放，

对于用户违约的，在执行差异化收费、限制

使用等方面采取违约惩处手段，形成对用

户的有效约束。

《办法》还要求设立专用账户、建立押

金预付资金退还制度等，同时对于采取免

押金的企业，在车辆投放等方面明确给予

更多优先考虑。按照国家指导意见的要

求，企业必须为用户购买意外伤害险，鼓

励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用户骑行中遇到

伤害的，企业有及时救助和提供理赔帮助

的义务。

外高桥直销中心今年前5月新增商品2000种

关税下调将助推更多海外新品进入中国

我国多次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带娃出游”成为旅游市场主流消费趋势

主题乐园最受亲子游客喜爱

上海跨境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一季度进口订单额8.4亿元

进口儿童用品不合格率达11%

上海共享单车管理办法征询意见

建立押金预付资金退还制度
从 2015年以来，为吸引海外消费回

流，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我国已经 4
次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三年前，也就是从 2015 年 6 月 1 日

起，我国降低了护肤品、毛制服装、鞋靴、

纸尿裤等14项商品进口关税。

随后，2016年 1月 1日起，降低了部

分箱包和服装、围巾、毯子、真空保温杯、

太阳镜等16项商品进口关税。

一年后，2017年1月1日起，我国进一

步扩大了降税范围和力度，金枪鱼、北极

虾、蔓越橘等特色食品和雕塑品原件等文

化消费品，共16项商品都进入降税清单。

同样是在 2017年，12月 1日起我国

再次降低 187项日用消费品进口税率，

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衣服

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

各类消费品。

数据显示，前4次降税共涉及200余

个税目，税率大致按照最惠国税率减半

考虑，对促进日用消费品进口效果显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

中心主任张学诞表示，与前四次相比较

而言，这次降的范围是更大了。总体来

说税率大概降幅超过 50%了，也比前面

四次大了不少。 （欧莉）

日用消费品关税下调，将会让更多质优价廉的海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本报资料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姜天瑶 记者 许

素菲）日前，咪咕视讯CEO王斌与足球“名

嘴”刘建宏在金桥共同启动“咪咕视频品牌

升级”，同时宣布咪咕视频将推出世界杯全

新版本，用户可以收看全部64场高清赛事

直播和点播内容。

升级后咪咕视频标志变成红蓝双色双

播放器构成的“M”，全新的品牌形象将带

来全新的世界杯观赛体验。王斌透露，继

品牌形象全新升级后，咪咕视频将推出“世

界杯版”APP，为会员提供名嘴大咖特色解

说，以及一系列咪咕特色内容、主题活动、

互动专区等，营造线上+线下全场景沉浸

式世界杯观赛体验。中国移动也同步推出

了咪咕视频卡（移动王卡）、不限量套餐以

及咪咕视频流量包等超值流量套餐，让球

迷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直播，不用担

心流量不足。

咪咕视频能在这次世界杯直播中分得

一杯羹，得益于央视此次出人意料地开放

了本届世界杯的新媒体直播权。在业内人

士看来这是“大势所趋”，移动端更方便快

捷，交互性更强，从收看和分享精彩集锦等

短视频来讲，新媒体也更有优势。

咪咕视频推出世界杯新版本
全程高清直播64场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