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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你都不会信，我快两
年都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
了。”25岁的刘慧在最青春的年
纪里背上了16万元的负债。

2020年5月，刘慧经朋友介
绍，认识了一个在美国做专职代
购的海外买手。从他那里购买过
几次低价化妆品后，刘慧对他产
生了信任，决定和他合作搞代购。

作为非官方的散户式代购合
作，两人当时的合作模式是：刘慧
根据买手提供的折扣商品信息发
布广告，联络客户并收取客户的
预付款。在减去5%-10%的个人

佣金后，刘慧会将剩余的款项全
数转给海外买手，由他购买商品
并直邮发货。“那时候我月收入轻
轻松松破万元。”这样的合作模式
令刘慧赚得盆满钵满。

直到2021年2月，当刘慧发
现买手在收到十几万的货品预付
款后销声匿迹，她才惊觉，这样的
合作模式有多不“靠谱”。

自疫情暴发以来，在中小型
散户代购群体内，靠个人往返国
内外，“人肉”运输商品的代购模
式，逐渐被“国内合伙人联络客
户+海外买手购买商品”的模式所

替代。而这样的模式，使得长居国
外的买手在双方合作中单方面掌
握资金与信息的主动权，有业者
甚至称，“跑不跑路全凭良心”。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落地实
施，散户式海外代购面临严查。有
媒体曾预言，个人代购时代将终
结。然而3年后的今天，在小红
书、豆瓣、知乎等各平台搜索“个
人海外代购”，依旧出现数页相关
广告信息，散户海代仍然活跃在
各大网络平台。而其代购模式，依
旧暗藏无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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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买手卷款三百万逃匿 国内代购面临几无办法应对的局面

散户式代购合作究竟有多少“坑”?

“跑不跑路，全凭良心”

刘慧被骗后，迅速联系到了
双方的共同好友，但这位好友也
表示“爱莫能助”，除了知道这位
买手早年在美国留学外，对其他
个人信息也一无所知。这位好友
只能把刘慧拉入了一个微信群，
里面聚集了十几位同样被此海
外买手骗钱的受害者。粗略估
计，此海外买手至少卷走了300
万元。

受害者被骗后的第一反应
是报警，但往往报警时才想起来
追问，“他是谁？”

“警察说了，只要这人不回
国，基本拿他没办法。”刘慧和微
信群其他受害者都很绝望，但这
苦果只能自己吞下。事发至今，
该事件毫无进展。而刘慧，只能
通过从各处借钱和网贷，自己填

上了这16万元的窟窿。
“跑不跑路全凭良心。”从

2013年就在日本做药妆和奢侈
品代购的刘星见过太多类似的
事件。据他所说，在2021年初，
他认识的一个做了7年代购的
朋友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卷款逃
走，销声匿迹。

“一下子拿到这么多货款谁
都会心动。”2019年初，刘星一
个认识多年的客户直接给他打
了60万元“巨款”，想要买一款
手表。已经拿到日本绿卡的刘星
表示，自己对这笔钱也有所心
动，“要是我当时卷钱跑了，估计
他们也抓不到我。但我不想昧良
心赚钱，做这一行还是要把眼光
放长远，要赚长久的钱。”

海外买手“先吃肉”，
散户代购“喝点汤”

“我们买手都是自己定
价，价格都是我们说了算。”
在中国某大型航空公司有5
年国际航班飞行经验的空姐
陈雯，已经把代购当作自己
的首要副业。根据多年逛免
税店的经验，陈雯对哪个国
际机场免税店的某类商品的
折扣程度了解得一清二楚。
即使受疫情影响，陈雯只能
飞国内航班，她在机场的免
税店里也可以为客户们搜寻
到便宜的商品。

陈雯周边的同事，基本
都在做代购，而她们都有各
自的定价标准。“我会收取
15%的费用，如代购名牌包、
手表这些高价奢侈品，费用
我会定得再高一点。”陈雯做
的单量小，以自己建立客户
群为主，和客户直接对接。据
陈雯介绍，她身边做的单量
大的空姐，甚至会雇人专门
对接客户，“即使是合作，我
们也只会告诉合作对象一个
基础售价。而我们拿到商品
的底价，只有我们买手自己
知道。”陈雯说，“我卖的商品
价格虽然比国内专柜便宜，
但我拿到这些商品的价格基
本比卖的价格还能低四成。”

在被问及买手如何才能
拿到低价商品时，陈雯介绍
说：“我们一般会和各免税店
奢侈品专柜的销售方建立长
期联系，他们为完成销售额，
往往会以最低价卖给我们。”
此外，日本代购刘星也称，

“买手一般都是这些奢侈品
店的VIP客户，拿到的折扣
力度都很大。另外，在某些特
殊节日购买商品后，店铺还
会额外赠予一些折扣券，这
样会在下次购买商品时又能
省下不少钱。”

这就是说，商品具体的
折扣力度和折扣后的底价，
只有买手自己清楚。在国内
对接客户的散户代购，只能
在海外买手“先吃到肉”的情
况下，才能“喝点汤”。“我们
拿到买手给的价之后，还不
敢把售价定得太高，要不然
和同行相比就没有竞争力
了。”刘慧称，自己在这场合
作中，往往有被“牵着鼻子
走”的感觉。

一次性预付货款：充满风险的“行规”

“我们这些小散户的合作模式都是先收钱再
买货，做得大的买手一次收个几百万元都很正
常。”刘慧在被警察问及为何一次性预付这么多
钱给“远在天边”的“网友”时，她只能以“这是行
规”来回答。

区别于刘慧这些散户“先收钱再买货”的非
现货代购形式，在某些大型海淘网站上的店铺经
营模式却与此不同。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在海淘
网站上搜索海外代购商品时，发现这些商品的发
货地址大多是在国内。

海外代购的商品为何会从国内发货？据业内
人士介绍，除去卖假货的特殊情况不算，这些店
铺多是和代理商有合作的官方代购。这些代购往
往可以从代理商那里拿到大批量的低价商品，并
在国内建立自己的货物仓库。因而这些店铺的发
货地址往往是在国内，且它们会存有大量现货，
基本可以为客户立即发货。若客户收到不满意商
品，也可以在海淘平台制定的规则内进行退换
货。在这类官方代购的模式下，交易的主动权基
本在买家手中。

但在刘慧等这些散户式的代购模式下，交易
中的主动权却完全交给了海外买手。

货物寄丢了？买家负责，钱款不退。
货物被海关扣押并要求补税？买家付钱。
收到的货物有瑕疵？自认倒霉，买手无责。
“疫情之前，‘人肉代购’比较多，那时候想逃

税的海外买手还会存在被海关查到的风险。疫情
之后的这种‘纯网友’的代购模式，让他们的工作
基本无风险。”刘慧说。

那在正规海淘网站基本可以保障买家利益
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有人托海外买手购买商品？

“其实买家找我们海购，就是图个便宜。我们给出
的价格往往会比海淘网站上的价格低。而且我们
的客户基本都是朋友介绍的，因此他们也相信我
们买到的东西会是正品。”刘慧说，虽然海淘网站
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但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看
重低价和正品的顾客找海外买手购买商品，并叮
嘱他们通过包含关税的正规国际快递发货，以此
规避货物丢失和被海关扣押等风险。

海外代购行业回暖，散户代购何去何从？

根 据 智 研 咨 询 发 布 的
《2022—2028年中国海外代购
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展趋向
分析报告》，2012年我国海外代
购市场交易规模仅483亿元，到
2019年达到了2820亿元，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海外代购市场
规模下滑至1850亿元，2021年
回升至2175亿元。

在中国海外代购行业回暖
的趋势下，这些散户代购又该何
去何从？

“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形式
去监管这些海外买手，对他们违
法后的处罚力度也不够。”四川
成都某律所律师提醒，在双方关
系链条不稳固的情况下，应慎重
选择合作模式。

在澳洲的陈晨自2018年开
始代购奶粉和保健品，其在国内
的未婚妻则负责联络客户。陈晨

说：“夫妻、家人这样的亲属关系
会比朋友关系更牢固，可以规避
风险。”此外，陈晨还建议打算找
海外买手合作的代购群体，最好
选择“兼职买手”而不是“专职买
手”，“兼职买手多是学生或者有
稳定工作的人，他们比较看重
声誉，不会轻易跑路。”

“改变双方的合作模式也是
一个解决方式。”律师称，现有的
散户代购模式对海外买手没有
任何约束，换一种合作方式，可
以通过签订合同、先付部分定金
后付尾款等来约束双方，以此保
证交易的安全性。

“我们也需要一个可以入驻
的平台。”据刘慧介绍，目前考拉
海购等大型海淘平台只允许有
经营资质的代理商入驻，无任何
资本背景的散户海代没有入驻
机会，这使得散户海代长期在没

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独自发展。
上述律师表示：“虽然现在

国家法律法规在极力杜绝个人
海代，但‘只堵不疏’的方法只会
令散户海代‘春风吹又生’。尤其
是在目前个人就业困难的情况
下，经营代购对个体来说，是一
个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的有效途
径。因此如何规范散户代购的行
为才是解决目前行业乱象的首
要问题。”

对此，他提议可以建立一个
入驻门槛较低的平台连通散户
代购，并制定详细合约约束买
手，且改变先付钱再买货的交易
模式，“这或许可以改变中小型
散户代购经营乱象，并为国家经
济回暖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所涉人员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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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河南松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已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中介许

可证》完毕（机构住所:洛阳市
王城路红东方广场小区1号楼

1单元1001、1004室,机构编
码：203568000000800,联系电

话:0379-61108887),特此公告。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公司定于2022年
8月2日上午9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内
容为：关于周银平股权转让、
变更公司法人、变更公司名

称、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事
项。请准时参加会议。逾期
不参加将视为放弃对本次会
议的表决权，公司将按现场
表决情况形成决议并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通知。
郑州中州电缆电线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菏宝高速济邵段上行逢石河

大桥至K346+150行车道和应

急车道于2022年7月1日至20
22年8月31日继续封闭施工。

请过往司机提前注意变道，

减速慢行，给您通行造成不

便，敬请谅解。

声明

●李海霞遗失名门紫园91块地

收据,编号22031113682,金额:
1710817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君明百货批发

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变更声明

郑州高新区金葵子语幼儿园

原举办者郭二刚、杨辉变更

为张建伟、杨辉，原公司的

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张建伟、

杨辉负责，由于郑州高新区

金葵子语幼儿园举办者的变

更，公司原公章自2022年6
月13日作废，特此声明。

●新乡市卫滨区三妮调料经营

部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JY14
107030002942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洪涛水果商行

(注册号411093603037431)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志锋果行(注册

号411093603038725)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姓名:高子淇,性别:女,出生日

期2016年7月11日02时4分出

生医学编号是Q410894096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曾凡餐饮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9FF97T5M)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陈小拢营业执照副本9241010
3MA46EA871P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K410742482,姓名:张
世钰,性别:男,出生时间2011
年1月26日19时1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姓名:李冰洁,性别:女,出生日

期2005年02月13日8时15分
出生医学编号是E410645265
因不慎丟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杏苑服装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16
799188X）公章（编码：410100
016644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辛松涛★房屋租赁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83
19800209101401声明作废。

●巩义市发达地基勘察公司公

章丢失编号4101810024000
声明作废。

●我叫邵明山，1999年毕业于

开封大学，化工工艺专业，毕

业证号：No.00384347。本人

毕业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启迪金辉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2-3，3-
3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5MA9KP3TB0J，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京战烧饼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2MA9
GX755X4声明作废。

●中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400MA3XE
EE49Q（1-1）声明作废。

●河南省武陟县公证处遗失公

证机构执业证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4108235924
071534，声明作废。

●李怡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就业三方协议,编号181
0960215,声明作废。

●朱运生(身份证号：4123231964
12293652)遗失福田图雅诺合格

证一张,合格证编号:WAG15460
7824166,合格证印刷号：No.I75
56921车辆型号:BJ6518MD5AA
-V1,发动机型号:4F20TC3,发动机
号:M048662,车架号:LVCP2F
AA5NS041155。声明作废。

●贾克乾（身份证号:4104221
99708293310）遗失护士执

业证书，单位:济源市精神卫

生服务中心，发证日期:2019
年11月05日，声明作废。

●李靓雯丢失河南谦晟祥和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预收款发

票(编号00189344,金额:4204
22元)和余额发票(编号12060087,
金额97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黄子晨熟食店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5MA9GR
4Y020）丢失，声明作废。

●尹传建和开封市禹王台区房

屋征收办公司签订的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遗失，

声明作废。

●李围强，士兵证号20150062
993，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陈孜杰，士兵证号20200327
99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张嘉颖，2015年10月4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0057514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小浪花水育馆

(注册号410105601318264)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奥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河南中绘置业有限

公司2021年12月8日开具的投

标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0003967,
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海外一机场免税店化妆品柜台

海淘网站发布的商品信息 一个海外代购群里发布的信息强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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