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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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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助力世界贸易创新发展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向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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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监管创新与风险防控论坛在郑州举行。⑨3 郑州海关供图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 10日上午，在郑州举行的
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高峰会上，EWTO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忠榜正式发布中国·河南郑州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发展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该书全面梳理了
近年来河南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并给出未来发展建议。

蓝皮书显示，2018年全国跨境贸易总额预计将达9万
亿元，占全球交易总额的 40%以上。河南创新“1210 模
式”，推动产业从无到有。2013 年至 2017 年产业规模
219.51亿元，拉动投资500亿元。2017年，河南跨境电子
商务业务单量达到9128.7万单，交易金额达113.90亿元。

2013年7月15日，郑州开先河，正式以“1210模式”开
展业务。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时鼓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
跨境电子商务开始规模化发展。在对郑州跨境电子商务快
速发展原因的分析中，蓝皮书指出，跟沿海相关城市比较，
郑州的进口跨境电子商务成本和时效具有明显优势。每一
单成本中的物流成本比沿海城市要低5至 6个百分点，并
比平均时效缩短两天时间，从而相应降低了3至5元成本，
也就是说进口郑州的成本每单要便宜8至11元。

蓝皮书在未来趋势部分指出，新技术应用将成为跨境
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第一要务，比如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
术、追溯技术的应用等。应在跨境电子商务大服务平台的
基础上，逐步向全球拓展第三方综合服务体系。③7

□本报记者 赵力文

跨境电商发展方兴未艾，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通过这种新方式购买商品，但
质量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如何解决货
源、物流信息造假现象尤为业界所关注，
质量问题也成为本届跨境电商大会的热
点话题。

5月 10日下午，由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承办的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质量共治与创新发展”分论坛在郑州举
行。论坛围绕标准化及第三方服务助推
跨境电商健康发展、跨境电商质量安全
监管、贸易电子化标准与跨境电子商务、
自营跨境电商的品质管控、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商品溯源解决方案等话题展开。

“探讨从标准化和新技术入手，构建
跨境电商质量共治体系，非常有意义。”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表示，郑州

是中国首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近年来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买全球、卖全
球”的目标要求，不断创新网购保税服务
模式和监管服务方式，启动建设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在综合改革和便利化
水平、跨境交易水平等方面走在了全国
前列。

谷保中说，标准是全球贸易的共同
规则和共同语言，通过标准化，协调利益
相关方，共同制定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
则，必定能够促进业态的持续健康发
展。以标准化研究院、中检集团为代表
的中国技术研究和服务机构已经搭建了
跨境电商标准化工作体系，一大批标准
化专家和技术创新专家正在积极投身标
准的研究和制定，将为跨境电子商务的
创新发展带来更多新思路、新理念。

本次论坛大咖云集、亮点纷呈。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总裁李忠榜认

为，保障跨境电商产品质量，促进跨境
电商健康发展，构建跨境电商质量共治
体系，实现共同治理和创新是当务之
急。

他提出构建跨境电商质量共治体系
要坚持“技术创新、标准先行”，从标准化
入手，围绕跨境电商的交易、支付、物流
三个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开展标准制
定工作，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跨
境电商交易规则，便利跨境电商交易流
程。

李忠榜认为，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总
量虽然占据了全球的 40%，发展突飞猛
进，但是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在新标准研
发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河南在质量共治方面已经进行
了一些有益尝试，“平台第一责任，电商
交付保金，质量安全保险，综合信用监
管，构建跨境电商质量安全监管及追溯

体”的模式，具有标杆示范效应。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

贸易司司长伊冯娜·希格萝说，希望能够
进一步简化、标准化并整合流程，更加有
效地促进跨境电商服务，从而促进各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

她认为，可追溯性和透明度非常重
要，能够帮助控制商品质量，了解商品来
自于何处、如何被生产等相关信息。“可
追溯性和透明度为我们搭建了互利互信
的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
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等嘉宾分享了
对于跨境电商质量共治的认识。来自海
关、食药、农业、畜牧等相关政府管理部
门，高校及科研院所，第三方质量服务机
构，知名电商平台，供应链、物流知名企
业，金融及外贸服务机构等 200多人参
会。③7

□本报记者 孙静

5月 10日，在第二届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监管创新与风险
防控论坛上，海关总署监管司副
处长白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重点阐述了近期监管部门将在跨
境电商领域推出的新措施。

“首先会有新的监管举措。”白
晓东说，在即将实施的跨境电商监
管新方案中，将进一步明确电商平
台、支付企业、物流企业等境内服
务企业的责任内容，如电商平台要
如实传递订购信息，确保订购行为

的真实性，支付企业要杜绝为非法企业传递公民信息等。
白晓东进一步介绍了海关总署推出的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的多项可复制可推广措施，如创新盘库、账册比对新模式，将
对进口产品实施全国统一的电子账册管理，“以前是地方管
理，现在是全国管理实施，这种统一的信息化联网比对方式，
不仅让企业有标准可遵循，也极大减少了违规现象的发生。”

此外，海关总署还将进一步规范不符合销售条件商品的
处置要求，“这个规范将为许多跨境电商企业解决后顾之
忧。”白晓东说，电商企业存储在区域或中心内超过保质期、
商品包装损毁等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将有办理退运或者
销毁手续的监管要求和明确的操作规程，这将解决多数电商
平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③7

□本报记者 孙静

在跨境电商监管方式创新方
面，别的省份或地区有何好经验
好做法？5月 10日，在第二届全
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监管创新与
风险防控论坛上，记者采访了来
自深圳海关的副巡视员彭海平。

“在监管领域，广大跨境电商
企业最为关心的，就是监管部门
如何让通关速度更快，如何通过
服务为他们降低成本。”彭海平
说，围绕于此，深圳海关从多个方
面进行了持续创新。

彭海平首先介绍了全球中心
仓模式，深圳海关利用保税政策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将各
种贸易形态的货物集中在一个仓库，实现一区多功能、一仓多
形态，“如此一来，监管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货物在仓库之间
互转，有效提高了监管效率，并为企业极大节约了物流成本。”

此外，深圳海关还在跨境电商新零售方面积极探索，将
线上线下货物利用保税渠道串联起来，通过线上展示、线下
交易、线下提货的方式，将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销售深入到居
民集中区。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国际中转集拼试点，在这里，跨境零
售商品可以拼柜后再行出口，这种方式不仅为跨境出口企
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降低物流成本，也将海关业务前移、服
务前移，同时提高了企业的通关时效。”彭海平介绍。③4

创新监管要围绕
进出口企业实际需求
——访深圳海关副巡视员彭海平

多项监管新举措
即将推出
——访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处长白晓东

5月10日，顾客在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体验进口家用轿车。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5月10日，顾客在中大门跨境O2O体验馆购买商品。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中国·河南郑州跨境电商
零售发展蓝皮书发布以质量捍卫跨境电商品牌

——现场直击“质量共治与创新发展”分论坛

统一的信息化联
网比对方式，不
仅让企业有标准
可遵循，也极大
减少了违规现象
的发生

用大数据实现监管创新

“近年来，中国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增长迅
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并开辟了新
消费模式，提供了新就
业岗位。”论坛上，海关
总署监管司副处长白晓
东介绍说，据中国海关
统计，近几年我国跨境
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均
超过了30%，2017年通
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
理平台零售进出口总额
达902.4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80.6%。

“跨境电商作为一
种新业态，在带来新机
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
挑战，监管部门和电商
企业应携手前进，创新举措，保护这项新
业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保税区出口
加工区协会副会长张皖生在发言时建议。

会上，白晓东透露，在今年2月份举
行的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上进行
讨论，并由中国海关参与制定的首个指导
性文件《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已初步通过，

“这份标准框架的出台，将为世界范围内
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提供规范，并为跨境
监管贡献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这一消息令现场嘉宾十分兴奋，郑州
海关副关长徐晓捷介绍说，近年来郑州海
关在跨境电商监管方面创新不断，提出的

“保税备货模式”大大缩短了客户收货时
间，已作为海关总署“1210模式”被推广
至全国试点城市,“如果这项模式也运用
在国外的跨境监管中，将为更多企业的通
关提升效率。”

徐晓捷的发言得到现场企业代表的
赞同，小红书联合创始人曾秀莲说，目前
一些国家的商品出口到海外需要经历近

30个步骤，复杂的流程
令许多企业在开展跨境
电商时望而却步，“高效
监管方式的推广，将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

国内其他地区及国
外政府在跨境监管和风
险防控方面有何好方
法？论坛上，“大数据”
成为嘉宾们提及最多的
关键词。

来自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局政策监管和市场
局的保罗·多诺霍首先
分享了经验，“万国邮联
正在利用客户大数据重
新规划供应链，以更贴
近企业和用户需求的方
式为客户服务，并进一

步提高清关效率。”
大数据技术同样应用于广州海关的

日常监管中，广州海关副巡视员彭纯玲介
绍说，广州海关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提
炼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的各类要素，建立模
型，形成指令，极大提高了监管部门精准
布控和风险防控能力。

在以色列海关吴瑞恺参赞看来，大数
据来源一定要广泛而精准，才能快速、正
确地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以色列海关
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工作系统，同各级政
府机构联网，实现特定数据共享，建立完
善而统一的风险管控系统，并制定分级别
处理水平，以高效完成监管。这种便捷、
和谐的大数据分享方式，已为跨境监管带
来许多便利。”

与此同时，以唯品会、小红书为代表
的企业家们在发言时纷纷表示，跨境电商
企业也应在信息报送、订单核实等方面积
极配合监管部门，以更好防范风险，促进
跨境电商业态更好发展。③7

□本报记者 孙静

5月 10日下午，由郑

州海关主办的第二届全球

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监管创

新与风险防控论坛在郑举

行。来自国内外政府监管

机构、行业协会、跨境电商

企业等多个领域的嘉宾约

200 人参会。嘉宾们围

绕如何创新监管模式以

有效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新业态可持续发展贡献

了真知灼见。
监管集中在一个
区域进行、货物
在 仓 库 之 间 互
转，有效提高了
监管效率，并为
企业极大节约了
物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