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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瀛 赵文君

治理过度包装、加强跨境电商监管、维

护商家经营自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正

在第四次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四审稿的

多处修改内容回应了网购消费者的关切。

看点一：
电商经营者应履行环

保义务减少包装污染

在网店购买化妆品，收到的是笔记本

电脑大小的纸箱，拿出填充物，取出的物品

却只有掌心大小。

过度包装既造成浪费又污染环境。对

此，草案四审稿增加规定：电商经营者应当

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支持、推动绿色包装、仓储、运输，促进

电子商务绿色发展。

9月1日起，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

列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国标从“减量

化”“绿色化”“可循环”三方面对原有标准

进行了补充完善。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赵国君说，卖家、平

台要从源头减少过度包装，履行环保义务，

实现快递绿色化。

看点二：
加强对跨境电商的监

督管理

网购了进口奶粉、零食却查不到相应

企业，网购平台也无法提供进口食品应具

备的全部检验检疫等资料。一些消费者担

心，买到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食品怎么办？

对此，草案四审稿增加规定：电商经营

者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应当遵守有关进出

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近年来，涉

及跨境电商的投诉举报呈直线上升态势。

投诉举报涉及的商品类别，总量居前五位

的分别为奶粉（含牛奶）、食品（除奶粉外）、

尿不湿、保健品和化妆品。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银兴说，草

案增加的规定，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了法律

保护，也将为跨境电商进一步增长提供保

障。

看点三：
卖家侵权，平台由“连

带责任”改为“相应的补充
责任”

如果因网购的水杯突然破裂而受伤，

或是通过网络平台预约了美容却面容意外

受损，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该如何划

分责任？

草案四审稿中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

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经营者未对

平台内经营者尽到审核义务，或对消费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平台承担的责任由草案三审稿规定的“连

带责任”改为“相应的补充责任”。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徐辉在介绍草案修改情况时说，一些社

会公众、电商平台企业和法院的同志提出，

草案三审稿关于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给平台经营

者施加的责任过重，建议将“承担连带责

任”改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与现行的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相一致，因此四审稿草

案做了相应修改。

看点四：
完善商品服务交付规定

网购杀毒软件、各种电脑应用程序以

及一些在网上传输、可以下载的音频、视

频，有时由于技术、网络、计算机系统等原

因，买家收到此类电子信息产品的时间并

不必然与卖家发出的时间一致，由此引发

纠纷。

对此，草案四审稿在“合同标的为提供

服务的，以生成的电子或者实物凭证中所

载明的时间为交付时间”后增加规定：前述

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

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实际提供服务的时

间为交付时间。

快递员送货上门，买家不在家，快递员

找了别人代收，买家却并不知情。草案四

审稿增加规定，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将商

品交由他人代收的，应当经收货人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

示，根据 5月 1日起施行的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

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

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如果消费

者不同意快件放入快递柜，就应该兑现“快

递送到家”的承诺。

看点五：
对损害商家经营自主

权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双 11”“618”等大促期间，某大型电

商平台要求平台内商家必须退出另一平台

的促销活动，否则就要停止结款，更有甚者

直接关闭部分商家的旗舰店，逼迫其“二选

一”。

针对这种电商平台经营者不合理限制

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草案三审稿已经做

出了处罚规定。草案四审稿将罚款数额由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二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分别修改为“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进一步加大了处罚力度。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骞芳莉

指出，电商平台为了扩大规模，遏制竞争对

手，对待其平台内的商家提出“二选一”的

要求，并以搜索降权、取消资源位等手段，

胁迫平台上的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上开展

经营活动。“这种做法使商家苦不堪言，损

害了商家经营的自主权，也损害了中国电

子商务的整体形象。”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颜亮 高攀 孙丁

“你们需要的产品能在其他国家生产

吗？”

“不能，只有中国有完整生产链。”

“你们能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吗？”

“不能，中国有我们的关键供应商。”

“你们进口的这款中国商品有没有其

他替代品？”

“没有，消费者就喜欢这款中国货。”

……

这样的对话，在华盛顿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大楼的会议室里反复出现。虽是 8
月夏休期，但美政府召开的拟对2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却有

300 多名行业和公司代表从各地赶来参

加。记者在现场旁听，他们绝大多数在发

言中都呼吁不要加征关税，因为美国自己

的消费者和企业会由此受到严重冲击。

由于要发言的人数超过预计，听证会

从3天被延长到了6天。

“关税子弹”射向自己

“如果你有宝宝，很不幸，婴儿床和安

全座椅将被加税。孩子们书包里的几乎所

有文具都要被加税，图钉、胶水、贴纸……

无一例外。”

正在发言的是亚裔美国人郭洪——美

国零售业领导协会副主席。这个协会的会

员包括百思买、塔吉特、沃尔玛等多家美国

零售业巨头。她说，新的加税措施一旦实

施，从中国大量进口的日常消费品就要涨

价，美国很多普通家庭的支出就会增加，一

些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会陷入窘境。

发出类似呼吁的还有鲍勃·马纪维修

斯。他代表的是美国自行车产品供应商协

会。“不要让孩子们骑车的快乐成为贸易争

端的牺牲品！”这位满头白发的行业人士强

调，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产品加征关税，将

对美国市场造成灾难性打击。“那背后可是

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数千家自行车商店

的生意。”

根据行业数据，美国每年销售的 1800
万辆自行车整车中有九成来自中国。同时

美国每年还从中国进口价值3亿多美元的

零配件。由于不可能找到像中国这样的替

代来源，美国政府的“关税子弹”将实实在

在地打向自己人。

食品、家具家电、电脑、自行车、服饰、

箱包……拟加征关税的清单上衣食住行，

一应俱全，因此要“吐槽”政府的美国人很

多。有媒体在报道时甚至用了这样的字句

——“美企警告：下一轮对华加征关税将让

美国人损失惨重，从摇篮到坟墓，无一幸

免”。

相比之前的听证会，这次与会者来得

更多。随着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行动

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民众头顶被

阴云笼罩，就连阿拉斯加的美国渔民也未

能幸免。

参议员丹·沙利文正是为渔民而来。

每次提到“我们”“美国”“阿拉斯加”这些

词，他都会明显放慢语速以示强调。他发

言说，清单上超过 9亿美元的海产品大部

分是由阿拉斯加渔民捕捞的，在中国经过

深加工后再由美国公司进口并销往本土和

全球其他市场。一旦政府对这些鱼虾“下

手”，伤的正是美国渔民。

美企倚重“中国制造”

蜜橘罐头生产商代表保罗·科尔斯发

言时，举起了自己特意带来的罐头。他要

求政府在加税清单上去掉这一产品。“这些

来自中国的蜜橘罐头让美国家庭的美食选

择更丰富了，而我们并没有生产该食品的

原材料——温州蜜橘。另外，加工罐头还

需要大量设备和人力，美国本土没有厂家

愿意干。”

一名政府官员询问能否用桃子、梨等

替代中国产蜜橘时，科尔斯直接回答：“蜜

橘罐头是美国孩子的最爱！”

听证会上美国各政府部门的官员问，

为什么不调整产业链，寻找替代中国的方

案？企业家和行业代表们则摆事实、讲道

理，说明那些替代方案都不实际，还会伤害

美国自身利益。

生产行车记录仪的雪松电子公司副总

裁马克·卡恩斯说，公司难以将供应链转移

出中国，因为很难找到工人水平和技术能

力相当的新选择，更不要说回到美国。“如

果加征关税，受益的只是我们在韩国和日

本的竞争对手。”

和卡恩斯想法类似的，还有来自机电、

机械、半导体、箱包等各个行业的代表。从

他们口中听到的都是：中国产能充足、中国

制造业经验丰富、中国配套成熟、中国厂商

和我们是老朋友……发言者还警告说，如

果加征关税，美国产品就要涨价，企业经营

就会面临困难，工作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美国化学委员会国际贸易主管爱德

华·布日特瓦说：“对企业来说，改变供应链

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用最强烈的态

度重申，政府做事要负责任！”代表美国信

息技术企业的内奥米·威尔逊还抱怨说，如

果企业都在为重建供应链忙得焦头烂额，

谁还有精力去搞创新。

行业人士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世界上很多产品的制造已经深度依赖

全球协作。政治干扰很可能对企业造成致

命打击，严重冲击经济。

长期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学者黄育川

认为，由于制造工厂和劳动力资源充足、生

产成本较低，再加上市场竞争激烈、协作高

效，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生产网络

的重要节点，美国很多行业企业高度依赖

“中国制造”也是基于这些原因。这是市场

和商业的自主选择。

中美经贸“正本清源”

“我们政府是在玩政治游戏。”听证会

期间美国旅行包生产商罗斯·毕晓普这样

对记者说。他曾和东南亚国家工厂接触，

也曾尝试在美国生产，但后来发现还是和

中国厂商合作“性价比最高”。

过去一周的听证会上，数百名“陈情”

的公司和行业代表要求政府慎重决策，充

分考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利益。大家都知

道，听证会是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前的例行

流程，其目的是听询民意、为各方提供发表

意见的渠道。但在此前围绕500亿美元中

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的两轮听证会上，压

倒性的反对之声最终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

征税决定。有媒体因此嘲讽说“你无法叫

醒装睡的人”。

不过，此次听证会上代表们的发言还

是让人们对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实质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些模糊的问题也得

到了澄清。

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即便是美

国科技企业也不赞同政府借此为名挥舞

“关税大棒”。著名电脑周边设备制造商罗

技公司代表马克·坎齐在听证会上说，罗技

在中国有自己的工厂，知识产权从未遭到

过侵犯，也没有碰到强制要求转让技术的

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罗技在华全资公

司的知识产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听证会上，“中国制造”广受美国业界

好评，“产品质量好”“制造工艺成熟”是代

表们发言中的常用词。一名美国官员在翻

看一家美国家具商提供的材料时，不由夸

奖了一番这家公司在中国制造的成品家

具，逗得现场不少人都笑了。

美国消费者和业界对“中国制造”产品

和供应链地位的认可，从侧面反映出中美

经济的互补性与依存度。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制造”帮助美

国消费者节省了可观的生活开支，帮助美

国企业实现了更优配置和更多利润，还为

美国经济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才是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

真实写照。 新华社华盛顿8月28日电

“我们要中国制造，不要加税”
——美对华加征关税听证会侧记

过度包装 □新华社 发 徐骏 作

治理过度包装 加强跨境电商监管
——聚焦电商法草案四审五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