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 ●● ●●

刚刚过去的 11 月 11 日
“光棍节”，国内各大购物网
站又掀起了新一波网购狂
潮。而随着电子商务技术日
趋成熟和全球物流配送体系
日益完善，跨境网购已不再
新鲜。“中国制造”商品价廉
物美，声誉逐年提升，“网购
中国”开始在一些国家展现
出独特魅力和巨大潜力，消
费群体不断扩大。②29

日本：手机实名限源头

2006年 4月，日本开始实施《手机非
法利用防止法》，规定用户不论从哪家手
机运营商购买手机，都必须通过出示个
人身份证来获得购买权。一旦查证用户
的登录信息为假，可处以罚款。

现在，日本国内手机和 SIM 卡实行
捆绑销售，通信运营商不得单独出售裸
机或 SIM卡，如果要购买一部手机，就必
须用身份证、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实名注
册，所有使用手机发送的信息都自动为
实名发送。这样一来，发送垃圾短信很
容易被找到源头。

韩国：多重限定堵渠道

韩国信息通信部规定，广告商在发
布手机短信广告时，须注明“广告”字样
和发送者的联系方式，且在每晚 9 时至
第二天上午 8时不得发送短信广告。

2011年，韩国政府修改《信息通信网
法》，规定对未经用户同意发送电话广告
和手机垃圾短信的行为，政府将处以最
高约 2.8万美元的罚款。

同时，韩国市民还可向韩国非法垃
圾邮件应对中心举报，从政府监管和用
户维权两方面入手，根除垃圾短信。

英国：综合治理见成效

英国 2003年通过的《隐私与电子通
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未经当
事人事先允许的情况下，向其个人手机
发送直接推销短信，属于违法行为。同
时，信息监管局有权要求电信运营商提
供发送垃圾短信者的信息，并采取处罚
措施。手机用户也可将垃圾短信通过某
特定号码转发给运营商，后者会为用户
屏蔽此短信发送者，避免再次受到骚扰。

此外，为加强监管此前无需注册、较
难追踪的预付费电话用户，英国于 2008
年开始实行手机实名制。

美国：网上登记免骚扰

美国 1991年制定的《电话消费者保
护法》和 2003年制定的《控制非自愿色情
和推销侵扰法》规定，禁止向消费者发送
有关商业产品、服务和广告的垃圾短信。

而美国政府津津乐道的一项反垃圾
短信服务，是于 2003 年开通的“谢绝来
电”服务。在美国，座机与手机都可以在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谢绝来电”网站
上免费登记注册。在被列入“谢绝来电”
名单后，如果还有人给你的手机发送未
事前同意的推广信息，就会被视为违法
行为，可以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申诉。

迄今已有超过 2.2 亿美国手机用户
使用这项服务。据统计，过去十年中，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对违反的“谢绝来
电”服务的公司与电话销售商采取了 105
次执法行动，总共课以 1.18 亿美元的民
事罚款，另外还根据法庭命令收取了
7.37亿美元罚款。

日本：未知的“福袋”
新华社驻东京记者朱超说，日本有一家类

似淘宝网的网站，名为乐天网。网站会根据旗
下精英棒球队的比赛情况，不定期推出大促
销。乐天网的中文网站已经开通。

朱超说，日本电商有一些较为新奇的促销
手段，比如在圣诞和新年期间销售“福袋”。“福
袋”内商品是未知的，标价 1 万日元（约合 100
美元）的“福袋”，其内商品价值可能高达 10万
日元（约合 1000美元）。

虽然网店具有价廉优势，但据朱超观察，
相比网店，日本实体店的购物积分往往能吸引
不少顾客。

美国：“网购星期一”
新华社驻纽约记者杨琪说，美国人网购的

“节日”有“网络星期一”之称，即感恩节(11月第
四个星期四)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也是电商
必争的销售良机。除“网络星期一”外，美国电
商经常在美国“劳动节”等小长假来临时推出
促销活动。

网购对传统实体店销售构成一定冲击。
杨琪说，在美国，除类似梅西百货公司的传统
老店拥有较为固定的顾客群或受游客追捧，很
多商场平时显得比较冷清。

“我们在网上购物，像在亚马逊和亿贝购
买日常用品，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毕竟国内
在制造业方面有突出的优势。”中国留学生海
洋说。他似乎已经对中国商品充斥英国主要
网络商城习以为常。

记者采访中发现，“网购中国”已成为一些
英国消 费 者 和 中 国 留 学 生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
分。和实体店一样，网购商城里的家电、服
装、玩具和电子消费品等，都有中国制造的影
子。

初为人父的伦敦金融城白领林威告诉记
者，尽管通过亚马逊等网站购买中国婴幼儿产
品要比通过淘宝网购买贵，但质量更有保障，
这是因为英国对中国进口产品有严格的质量
要求。

由于越来越多中国卖家出现在亿贝上，亿
贝英国网站也开始提醒买家注意产品进口关
税和增值税征收的细则。根据英国和欧盟相
关法律，英国当地买家若选择购买中国卖家产
品，当金额超过 18英镑（约合 29.1美元）时，该
产品将被征收 15％的进口关税和 16％的增值
税。这也是多数在英国的华人买家反映购买
中国产品相对比国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英国网购市场十分注重保护知识产
权，对假冒伪劣产品处罚力度很大。这在很
大程度上杜绝了类似于国内电商常常出现的
所谓“高仿货”。

总体来说，英国网购一族已经意识到，无
论是在实体店，还是在网络商城，日常生活离
不开中国制造，无论这种产品是中国品牌还
是贴牌生产。

虽然在网上购买中国货在越南还未形成潮
流，但由于中国有强大的商品生产和网络覆盖
能力，越南网购商品里“中国制造”已占据着相
当比例，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成为网购“中间人”。

27 岁的杨秋贤从事中国产品的网络代购
已经 7 年。她的方式很简单：先进行网络推
广，需求者获得信息后给她发电子邮件，她再
到淘宝、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站订购，然后联系
在中国的同伴付款。“货物先寄到广州，然后通
过物流送到越南。”杨秋贤说，“客户得先给我
70％预付款或全款，他们会在订货后 7 到 10
天内收货。”

“订货量最近 4年剧增，因为越南年轻人喜
欢网上购物。从中国进的货价格较低，设计得
好而且质量也不错。”杨秋贤介绍说。

如果杨秋贤可以看作是越南人网购中国货
的“中间人”，那么阮海则是“中间人升级版”。

“网购很方便，不过我发现代购这行利润
不高。”阮海说。他后来找了个小窍门，为网购
增添些附加值。“我先找到类似淘宝这样的网
站，寻找客户需要的目标产品，然后直接联系
中国厂家，建议他们为越南消费者修改设计，
这样“更有赚头”。

在越南当地购物网站上，网购“中间人”越
来越多，可以预见，这些“中间人”会积极推动越
南消费者网购中国货，而网购中国货也会越来
越方便。

新加坡市场虽然体量较小，但物价水平较高，
这催生了较多网上海外代购服务。特别是近年，
年轻新移民将淘宝等中国电商网站带到了新加
坡，使中国电商在新加坡占有了一定市场份额。

在谷歌搜索里输入关键词“淘宝”、“代购”和
“新加坡”，会出来众多“网购中国”的代理网站，它
们帮购买者处理整个购物流程。这些代理网站的
利润来源一方面是货运差价，另一方面是从中赚
取的汇率差价。另外，也有不少个人买家，在社交
媒体发起团购，聚集买家，统一从淘宝购买产品，
分摊运费。

新加坡电商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自然吸引了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商城首先与新加坡本地企业
iKnow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京东商城的
部分产品也入驻了 iKnow公司在当地的体验店。

淘宝网自然也不甘落后。从今年 5月份开始，
在新加坡路上的出租车和广告墙上，不少网友惊喜
地发现了“淘宝网新加坡上亿商品任你淘”的广告。

实际上，价格是包括京东商城、淘宝网在内的
中国电商在新加坡市场的重要优势。而中国电商
的产品种类庞大，为新加坡客户提供了更多选择，
这也是新加坡本地电商做不到的。

来加拿大 9 年的钱锴，和很多留学加拿大
的中国学生一样，毕业后通过创业来实现自己
的梦想。而他的创业项目从筹备到启动离不
开漂洋过海、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

钱锴和朋友在多伦多合开的 KTV 店的店
面装修已基本完毕。钱锴说，这家店所用的很
多装修材料都是在国内淘宝网上网购的，通过
一家中国货运代理公司海运至加拿大。在淘宝
网上购买的装修外用材料和家具质量好、款式
多、价格低，为他在开店筹备阶段减轻不少资金
压力，装修效果也非常令人满意。

24岁的华人小伙子山君目前在多伦多最大
的中国商城“太古广场”经营一家中国商品代购
店，目前已有注册会员三万多名。山君告诉记
者，自己在留学期间创办了这家代购公司，刚开
始主要通过网站和论坛推广、受理业务，如今这
位“大学生老板”已经将公司搬进了多伦多人气
最旺的商圈，生意扩展至全球几十个国家，让生
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能轻松、方便地买
到喜爱的中国货。

“网购中国”在加拿大的流行，多少还得归
功于国内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和成熟。“中国
制造”价格优势明显，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电子
商务平台为之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网购中国”正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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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中间人”助推网购中国货

加拿大：
“中国制造”助华人创业

英国：
生活离不开中国造

国外网购促销活动

新加坡：
中国电商试水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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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台风“海燕”已经肆虐了一周，菲律宾部分重灾区
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在亚欧大陆的西端，来自
世界各国的代表齐聚华沙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围绕资
金问题争吵、推诿不绝于耳。

11月 8日起，今年第 30号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
截至14日晨，“海燕”已造成该国至少2357人死亡，3665
人受伤。气象专家分析，“海燕”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除
自然因素外，百分之七八十应归结为人为原因。而温室
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自然难辞其咎。

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应该说
情境时宜。一名菲律宾代表甚至不惜以绝食为代价，力
促大会达成成果。但他的“苦情计”并未让发达国家“大
佬”有所动心。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的决议，发达国家应
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
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 2013 年至 2020 年间每年出资
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
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美国却“不作为”，华沙大会上的
初步表态也仅是无意加大减排力度，对资金避而不谈；欧
盟一向以应对气候变化领袖自居，也由于欧元区主权债
务危机冲击“模棱两可”；日本政府最新表态到2020年比
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3.8%，较之前1990年的25%
出现严重倒退，如此“抽身而去”不免让人心寒。

与发达国家以经济困境为由“减排倒退”相比，中国
政府“自主减排”，力求转方式、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倒逼
产业结构升级，打造经济发展“升级版”。中方承诺，一旦达
成全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新协议，中国必定参与其中。

全球气候变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发达国家工业
化200年排放的温室气体如今让发展中国家买单：海
平面上升将使孟加拉国失去三分之一的土地，马尔代夫
将被完全淹没，菲律宾遭台风，印尼遇海啸……发展中国
家频频“受罪”，于情于理都不公平。“共同但有区别”，发达
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无国界，其带来的次生灾害也会对各国
“一视同仁”。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菲格雷斯所言，我们正面临“全盘皆赢”或“全盘皆
输”的局面，所有国家都应当寻求促进内生发展的低碳减
排计划，休戚与共、共渡难关。②29

休戚与共
刘晓波

国外如何“打扫”垃圾短信垃圾短信已是
困扰中国手机用户
多年的顽症。面对
中国上半年垃圾短
信 超 过 2000 亿 条
的天文数字，许多
手 机 用 户 不 禁 想
问，国外“打扫”
垃 圾 短 信 有
何高招妙招？

11月 9日，匈牙利的尼赖吉哈佐举行鹅选美比赛，
主人萨博·乔鲍展示的这只鹅获得比赛第二名。

11 月 11 日，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门前，人
们纪念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九周年。

11 月 11 日，在印度普里的海滩上，沙雕艺术家帕
特奈克创作泰戈尔的沙雕像，纪念其获诺贝尔文学奖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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