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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姑娘张斌感恩节当天在亚
马逊海外直购下单购买了洗发水，当
天就从美国发货，12月1日就已经进
入中国海关的清关过程了。这是完
全不同于传统海淘耗时长久的购物
体验。“收到货时早忘了买的是啥
了。”张斌这样形容两年前的一次海

淘经历。
为赢得更多消费者，如今跨境电

商纷纷推出各自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降低海淘的时间成本。跨境电商洋码
头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是第一家自
建、自营跨境物流的平台，除了保税发
货，有更大部分来自海外直邮。

亚马逊的广告更夸张，“闪电般速
度的物流”吸引消费者眼球。今年8
月亚马逊“海外购·闪购”上线，在广东
自贸区推行3日送达的自贸模式，号
称所有订单可实现快速清关，享受与
本地购物无差别的平均3天的物流配
送，部分商品甚至当日就能送达。

“双12”真就比双11划算吗？这
个真没有。阿里、腾讯设计的补贴上
限，决定了“双12”不会有太多爆款
货，而就是买柴米油盐的日子，但却
极称大妈们的心。就如去年，“双
12”在京沪广等地“试水”，当地不计
其数的大妈们在头天晚上学会用手
机支付，当日揣着三四部手机去排队
买东西。

由此，有网民创作出一句名言：
“马云够狠，他用双11搞定了我老

婆，又用双12搞定了我妈！”
马云、马化腾在满大街找人送

补贴，图啥？“夺用户，只是最表象
的诉求。两大网企虽在竞争，却是
默契的，那就是改变国人的支付习
惯。”河南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张苏峰说，如果消费者习惯了用
第三方支付，那么，谁还乐意带银
行卡逛街？而没有接入第三方支
付的商家，即容易遭到消费者挑
剔。

□记者 杨霄

本报讯 河南本土电商
万国万购，正试图为美国更
多的中小制造商提供进入中
国市场的解决方案。昨日在
北京，该公司与美国商务部
驻华代表签署了一项合作框
架协议：以“跨境网购+实体
店”为蓝本，让美国货直接呈
现在国内消费者随手可及的
电商平台或超市里。

在一场题为“互联网+跨
境零售体系产品发布会”上，
万国万购首次公开了其所设
计的跨境电商“云实体店”解
决方案。

简单地说，这相当于将
跨境电商与实体零售商做了
捆绑。实体店，承担对进口
商品出样与消费品体验、展
示；而线上系统，则负责一键
打通“消费订单——海外卖
家——海关及国检——保税
物流中心仓储后台”。

万国万购CEO郭珂设
定的计划是，从明年起，河南
本省消费者在实体店买到美
国商品，从店内结算到在家
收货，只需两天。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
货’都像耐克、苹果那样知
名。”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官
员江宏（中文名）称，实体店
的体验环节很重要，能够解
决美国品牌与中国消费者从
初知到信任。

据了解，双方将在明年1
月起展开正式合作，美方将
新建一套撮合系统，以帮助
万国万购以及未来更多中国
公司建立“美国采购办公
室”，与美国制造商建立直接
沟通。

“黑五”刚过，“圣诞节”又来

全球购物节为啥都姓“中”？
□记者 刘瑶 贺笑天 实习生 王堃

核心提示 | 上个月，中国“双11”和美国“黑色星期五”（简称“黑五”），让不少“剁手族”疯狂了一把。现在海淘老鸟们又提前进入备战状态，欧美圣诞
节、香港春节和日本新年几大购物节打包来袭，你准备好“吃土”（因花销超预算自嘲下月“吃土”来形容网购的疯狂）了吗？为啥这两年全世界购物狂
欢节都少不了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参与的海淘，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月初，支付宝披露了今年的
“黑五”海淘数据，海淘用户规模比去
年激增了7倍，涨幅创下纪录，其中
七成为女性用户，人均支出699元，
服饰、美妆、母婴和保健品四类商品

最为抢手，占比达到交易总额的75%
以上。

从地区上看，河南、山西、河北、
湖南、江西五省的海淘用户规模增
长最快，其中河南省排省级行政区

消费笔数第15位，同比增长17倍，
消费额同比增长超过7倍。郑州订
单量同比增长13倍，消费额增长6.3
倍。

关键词：“双12”

阿里、腾讯“双12”贴现
大妈实体店购物请揣手机
□记者 杨霄 文图

核心提示 | “郑州大妈”今年初玩双12，会不会疯起来？昨日，
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腾讯旗下微信先后发布了本年度活动内容，将对
参与活动的郑州实体商家给予“贴现”，以支持后者在当日为其用户提
供5折促销（均有补贴上限）。问题来了，互联网“二马”，贴银子博全国
大妈的芳心，那他们究竟图点儿啥？

从“黑五”到“双12”，购！购！购！

【全球购物节为何都姓“中”】

海淘的高门槛最近一两年里急
降——曾经需精通外语、担心中国IP
地址被“砍单”、熟悉各转运公司的差
别、收货时间以星期计，“人品差”的
也许还需光顾海关，现在已被简化为
APP上的几个步骤。

昨天，80后范昀习惯性地打开手
机上一个名为“么么嗖”的客户端，在

“我的订单”里她发现感恩节当天购
买的CK牌内衣，正在从美国发往中
国途中。

范昀通过么么嗖从美国east-

dane网站购买3件装286元，促销期
间美国国内免运费，加上9元货币转
换费和40元国际运费，她一共支付
了335元人民币，这还不到国内售价
的三分之一。

除了么么嗖，开通了海外直购的
亚马逊也是范昀最常光顾的海淘网。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整个流程都
不需要她操心。“我只需下单支付并
上传身份证照片帮助报关就可以了，
连英语这一关都省了。”范昀说，APP
上所有显示都是中文的，就连美国的

实时价格也被么么嗖和亚马逊换算
成了人民币。

今年是么么嗖第二个“黑五”年，
仅“黑五”期间订单包裹量就达 10
万。这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全球知
名官网的技术性代购平台。它实时
更新抓取了海外电商的最新折扣，让
用户和美国人民一同经历“黑五”抢
购，还不用一一注册那些电商网站。
用户只需在么么嗖上下单、支付，么
么嗖能帮助用户完成在官网下单支
付、联系转运公司、报关等流程。

支付宝做的是另一种努力。
70后常先生上周末收到了美国

寄来的7瓶保健品，这是他第一次抛
弃海淘平台、直接通过支付宝海外直
购海淘。

“‘黑五’期间，我无意中看到支
付宝APP上有个海外直购的推广，我
一看美国GNC官网正在促销，手机
慢，我赶紧用电脑登录才抢到，据说
那个网站被疯抢的中国人都搞崩溃

了。”常先生向记者展示账单，包括鱼
油、维生素、蜂胶在内的7瓶保健品，
含国际运费一共394元人民币（美国
消费税、运费、入境中国关税全免）。

常先生称，用支付宝在美国官网
购物、还能直接使用支付宝关联的国
内地址，“黑五”期间12天收到货，着
实方便快捷，“支付宝模块化嵌进美
国网站，感觉就像是个原汁原味英文
版的天猫旗舰店啊。不会因为中国

IP地址遭遇砍单，也不用研究什么卡
美国能用了”。

支付宝公关部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已有数千家国外官网可直接
通过支付宝进行支付，其中包括中国
消费者熟知的美国四大百货Ma-
cy's, Bloomingdale's, Saks
5th Avenue 以及 Neiman Mar-
cus, 日本 Rakuten 和韩国 Lotte
等。

【购物有个国际大背景】

大家都在买买买的“黑五”，到底是啥

门槛降低：连英语都不需要懂

支付“中国化”：上美国官网，直接链接国内地址

耗时缩短：自营物流，收货更快

【海关实用小贴士】

海淘绕不开海关。不少消费者抱
着“拼人品”的态度购物，暗自祈祷着
不被海关抽中，毕竟补缴关税能让海
淘乐趣全无。

在韩国念书的郑州姑娘小迪告诉
记者，她身边有不少朋友趁着感恩节
折扣给国内的亲朋好友邮寄化妆品，
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被海关查扣、补
缴关税的情况。由于化妆品征收税率
为50%，“主动申报划不来。”所以一
旦遭遇被查扣，留学生们常常选择原
路将物品退寄回韩国、换个人名地址

再寄一次的方式，“这样也比交关税划
算。”

“海淘不是‘拼人品’，得看是不
是商业性质的购买。”郑州海关一位
工作人员说，海淘的东西属于“物品”
还是“货物”，决定了不同的征税和监
管方式。个人使用的物品，可享受较
低的税率和简便的通关手续。而从
境外商业网站、商贸公司购买的，准
备囤货挣点代购差价的，或通过跨境
电商平台购物及通过快件公司、国外
运转公司运输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商

业性质的购买，就要按“货物”来征
税。

该工作人员称，根据海关总署的
相关规定，每人每次邮寄个人物品进
出境是有价值限制的，港澳台地区限
值800元人民币，其他地区限值1000
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次寄东西不
能超过这个限制，不然就会被要求按
货物报关或退运。可是，如果邮包里
只有一件物品，而且没法分割，就算超
出限值，海关也是可以按照个人物品
规定办理的。

个人行邮税相对简单，税率只有
四种：10%、20%、30%、50%。

其实，除纺织品、万元以下的表、
小家电、自行车等税率为20%；万元
以上的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税率为
30%；化妆品、烟草和酒的税率为50%
外，像食品、饮料、皮革服装、箱包鞋
靴、金银珠宝、美容器材、厨房用具、家
具、计算机、各类印刷品、文具等大多

物品的税率都为10%。
行邮税该咋算？请记住这个公

式:行邮税=完税价格×税率。其中，
完税价格指海关根据有关规定对进出
口货物（物品）进行审定或估定后通过
估价确定的价格。

“我买的包在国外大概二千多块，
但国内标价为七八千，海关在征税时，
会按照国内价格计算吗？”针对市民提

出的疑问，海关工作人员表示，按规定
如果物品实际的购买价格，是《完税价
格表》列明的完税价格的2倍及以上，
或完税价格一半及以下的，消费者可
向海关提供真实的购物发票或收据，
海关会根据提供的相关单据，对物品
的完税价格进行确定，“建议大家，在
邮寄物品时，最好将发票和小票放入
包裹内，以便海关进行价格的参考。”

海淘时代，
注意点啥？

邮寄物品时 最好将发票或小票放入包裹内

海淘不是“拼人品” 得看是否属于商业性质的购买

相关新闻

美国货相中
河南跨境
“云实体店”

“双12”直补430块钱，先烫头还是先打酱油？

“双12”是中国大妈们的主场。
不同于“双11”，她们不必熬夜坚守
在网上，刻苦钻研抢单技术，更不必
为什么爆款、秒杀货折腾心脏。在双
12，线下实体店是她们的主场，排队
就是王道、手机付账就是实力。

那么，首次登陆郑州的“双12”，
能为大家带来哪些实惠？

支付宝发布的清单是一串“豪华
阵容”，沃尔玛、永辉、家乐福、正道思
达等超市品牌，所有在售商品全线
五折、总计补贴50元封顶。此外，
屈臣氏、良品铺子等专业类商超，也
加入了5折大促。而且除商超外，
餐馆、影院、快时尚服饰与美容机构
大批量加入“双12”，也是郑州本地

活动的一大热门。如华豫川、阿利
茄汁面、仟吉、满记甜品、DQ、85度
C等，均打出了5折、50元封顶。而
优衣库、C&A、热风，则操作了限量
款5折。

“12月12日当天，郑州的支付宝
用户最高可获消费补贴430块钱。”
这是支付宝给出的官方数据。

不过，微信的玩法却与支付宝不
一样。本月10日～23日，微信用户
在实体店通过扫码或“摇一摇”，即可
获得3～188元的支付代金券。

这就是说，郑州消费者如找到支
付宝、微信的双签约门店，将选购商
品分为两笔，用不同的支付方式结
算，无疑就能得到的补贴最多。

互联网“二马”争着送银子，图啥？

最近，郑州市民李想与朋友不光
聊国内的“双11”和“双12”，还聊美
国的“黑五”——黑色星期五。今年

“黑五”当天，他在朋友的指点下，开
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海淘——一款价

格昂贵的斜挎摄影包，连同一双国内
没有相应款式的运动鞋。李想说，本
来美国价就便宜，“黑五”更是折上
折，连运费也有折扣。

黑色星期五本是美国传统的促

销季节，定于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
周五。那一天，全美所有线下线上商
家几乎都会拿出全年最好的折扣。
今年美国购物数据显示，“黑五”当天
线上“血拼”人数达1.03亿。

河南海淘用户规模增17倍，郑州消费额增6.3倍

关键词：海淘

关键词：身份证隐私

海淘的“战利品”是
以个人物品的形式进入关
境，海关监管环节可能需要核
对购买者的身份证并以此办理
清关手续。所以，在物品过

关时，需要购买者提供
身份证扫描件或

复印件。

关键词：诈骗电话

海淘包裹若遇到问题需处
理，会经由承运人通知收件人，海
关不会直接电话联系个人，更不会通
过12360热线通知包裹有问题或被扣

需交“抵押金”。一般来说，大
部分地区的12360热线只

有接入功能。
海关提醒：见到

“12360”的来电，请务
必多个心眼。

关键词：当面验货

海淘收货是个漫长
等待的过程，成千上万里

的“旅途”中会经过无数人
传递，其间难免磕碰。甚至

会有不良商家以次充好，或在
路途中出现小偷小摸的情况。

海关提醒：收货时，要当着快递员
的面打开包裹，若发现包裹有问题，
可当场拒收，也可当场拍照、拍
视频留作证据。若真有物
品丢失，建议报警。

“双12”对实体消费市场的入侵是系统性的，面馆也不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