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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邮税激发“海淘族”强大购买力

电电商商物物流流大大佬佬出出手手跨跨境境海海淘淘

9月起山东新增

三条东南亚航线

本报济南9月3日讯 (记者 廖
雯颖 通讯员 白新宇 ) 3日，从
山航获悉，9月1日起，山东地区新增
三条国内航线，分别是9月1日起新
增的青岛-南昌-南宁航线和青岛-

郑州-三亚两条航线，均为每日一
班。9月12日起，新增济南-郑州-库
尔勒航线，也是每日一班。

此外，9月15日起，济南新增前
往东南亚柬埔寨和泰国三条航线，
分别是济南-重庆-柬埔寨金边航
线，每周三、日各一班；济南-重庆-

柬埔寨暹粒国际航线，每周一、五各
一班；济南-重庆-泰国清迈航线，
每周二、四、六各一班。

重汽68辆高级客车

交付山东交运集团

本报济南9月3日讯 (记者 马
绍栋 宋磊 实习生 王晓慧) 2

日上午，中国重汽采用德国曼技术
生产、达到国五排放标准的68辆高
等级客车全面交付山东交运集团。
这意味着重汽和德国曼公司的合作
在客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据悉，新交付的68辆客车将作
为中国重汽往返济南和章丘之间的
通勤车。此次交付车辆国内各种性
能指标远远领先。

““腾腾百百万万””联联手手，，11++11++11>>33？？
电商分析师：巨头联手各怀心思，合资鲜有成功先例

本报记者 王赟

2014年过了三分之二时，
万达终于做出决定，搭伙腾讯
和百度拉开电商大幕，目标是
O2O平台。王健林的想法是：
一旦实验成功，中国所有搞度
假中心、电影、文化、餐饮的都
可以用，这是在为整个线下企
业进行探索。半年前，万达电
商就在做与腾讯、阿里、百度
的合作评估，当时有内部人士
透露，万达很大可能会选择阿
里，如今却是花落别家。“腾百
万”在一起，阿里就有对手了？

万达：

为何放弃阿里

从商业模式看，阿里线上
客户5亿以上，结合万达线下
上亿消费者，万达涉足电子商
务步伐可能会加快，见效可能
早一些。而与百度和腾讯合
作，由于两家电商业务与阿里
无法抗衡，因此，对于万达来
说打造电商企业难度可能大

些，但王健林发现的契合点
是，腾讯社交娱乐优势与万达
房地产商业综合体、写字楼、
高档酒店休闲以及院线娱乐
休闲消费业务有很大融合度。

艾瑞咨询董事长张毅认
为，万达可能会在PC端以百
度搜索为入口，在移动端借力
微信入口，加上百度地图、微
信支付等功能运用，发挥自身
线下资源优势。

电商分析师龚文祥表示：
“从逻辑上看万达有实体，百
度有流量，腾讯有用户，三家
资金都雄厚，似乎看起来很
美，但巨头合资鲜有成功先
例，主要是因各怀心思、思想
难统一、文化整合难。”

电商联盟：

下一步打数据战支付战

做电商，一个重要问题是
支付问题，而支付和数据是分
不开的。从这方面讲，阿里有
先发优势。

虽然万达电商会借力微
信支付，但这显然无法与支付
宝抗衡。但王健林提出，万达
电商要创新一种更便捷、更快
速、更有用的一卡通，它在全
国各地的万达广场、酒店、度
假区消费及购房都能通用，消
费还有折扣、增值服务等。

万达电商上线后，将推出
一系列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

还将推出万达会员权益积分
及多账户管理“一卡通”、统一
积分联盟、互联网众筹投资业
务等新平台。而阿里玩了一年
多余额宝后，近日又推出定期
随时变现的招财宝。截至目
前，在招财宝购买理财产品的
用户超过50万人，40多家金融
机构与招财宝平台完成对接，
还有100余家金融机构排队等
待接入。

在电商分析师鲁振旺看
来，“未来万达电商公司前景如
何主要看腾讯、百度的参与度
到底有多少，如果参与度不高、
业务联系不紧密，腾讯和百度
只会把这次投资当做O2O的
一次试水，合作效果甚微。”

本报记者 李虎

跨境电商：

增速有望达28%

自苏宁易购推出“全球购”
后，试运营半年的天猫国际近期
宣布正式上线。借助上海自贸区
的政策优势，亚马逊也在9月强
势登陆海淘直邮，国内消费者可
以通过该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购
买并获得亚马逊全球的商品。

此外，垂涎海淘这块蛋糕已
久的京东、顺丰优选等电商企业
也纷纷借助物流仓储优势拓展
其海外业务，抢占海淘市场。

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移
动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2542亿元，而2013年上半年达
532亿元，同比增长378%。据前瞻
产业研究院预测，国内电商行业
步入快速发展期，未来三年国内
跨境电商规模增速有望达到
28%。

购买力：

持续释放致盈利增长

跨境电商平台敦煌网发布
的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电子消
费产品是当年跨境电商交易额
最大的品类。婚纱礼服、母婴用

品热度依旧，月交易额屡创新
高。此外，珠宝饰品、灯具等也开
始受热捧。

“目前跨境电商的利润主要
来自税收优惠和产品差价，目前
国家对跨境电商的支持力度正
逐步加大。”万擎咨询CEO鲁振
旺说。

目前多数进口产品以海淘
方式进入国内，只需要缴纳10%
左右的行邮税。行邮税是国家针
对国内消费者购买国外商品给
出的优惠税，只有一般贸易进口
税的30%左右。济南电子商务协
会会长冯希宁表示，“很多消费
者尝到了海淘的甜头，目前购买
力尚未全部释放，未来相关商品
的销量还将增长，跨境电商的盈
利可能会有大幅增长。”

跨境物流：

盈利至少高一成

跨境电商平台密集推出后，
各大物流企业希望从中分得一
杯羹，快递企业中也掀起了一股

“海淘”热潮。
顺丰去年9月开始面向内部

员工内测海购丰运，4月正式对
用户开放注册，主营跨境海淘业
务。去年11月，申通快递也成立
了美国公司，全资收购美国优晟
速递公司，申通美国站3月在国

内低调上线。继顺丰、申通之后，
国内另一家快递公司韵达的美
国服务中心官方网站9月正式上
线，成为国内第三家推出专属海
外(美国)网站的民营快递公司。
目前，顺丰、中通、圆通、韵达、宅
急送、苏宁云商等已申领国际快
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圆通、中通
等快递公司虽尚未开设海淘网
站，但也开始与跨境电商平台合
作，提供国内最后一公里的物流
配送。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愈演
愈烈的低价竞争让快递行业
的利润日益摊薄，使得快递公
司将目光转向高利润的跨境
电商配送市场。“目前跨境物
流竞争并不是非常激烈，随着
海淘市场迅速扩大，部分快递
公司也想借此在国外布点。”
一位快递公司负责人说，相比
传统物流，跨境电商物流走的
都是小包裹，如果流程走顺，
利润相对较高，相同快件盈利
至少要高出10%。

我省中小企业服务

平台网络基本建成

本报济宁9月3日讯(记者 马绍
栋)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局了解到，截
至目前，我省共建立各类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1638个，初步形成了以省
平台为中枢，市、县综合窗口平台为主
导，产业集群专业窗口平台为节点，各
类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的全省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

目前，我省重点建设的中小企
业综合窗口平台，已基本具备了信
息服务、人才培训、管理咨询、投资
融资、法律服务等服务功能。

澳洲废除矿业税传递利好消息

兖兖州州煤煤业业或或可可免免缴缴33220000万万元元

本报济南9月3日讯（记者
刘相华） 9月2日，澳大利

亚参议院投票通过废除具有
争议性的30%矿业税，这一草
案将提交众议院审批，预计将
会获得通过。这一消息对A股
上市公司兖州煤业来讲，是重
大利好消息。受此影响，兖州
煤业9月3日表现尤为抢眼，大
涨7 . 2%领涨煤炭股。

澳大利亚是中国海外矿
产品投资的主要目的地，矿业
占 中 国 向 澳 大 利 亚 投 资 的

65%。数据显示，过去3年中，中
国在澳大利亚投资企业约为
200家，总额超过800亿澳元，其
中绝大多数都是矿业投资。

“澳取消矿业税，相当于
对煤炭行业减负，每年的减负
力度在65亿澳元，有利于改善
企业的经营情况，帮助煤炭企
业更好地走出低谷。”卓创分
析师刘新伟说，兖州煤业在澳
洲投资矿产较多，取消矿业
税，有利于兖矿减轻税负，减
少亏损，提高盈利水平。

据相关媒体报道，近年来，
兖州煤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不断加码，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资产已接近公司总资产的1/

3。兖煤澳洲于2012年6月28日
完成澳大利亚挂牌仪式，这是
兖州煤业在澳洲的最主要阵
地，这也成就了兖州煤业中国
内地首家在上海、香港、纽约、
澳洲四地上市的公司。

虽然兖州煤业在海外扩
张的脚步大，但跑马圈地后的
经营业绩并不理想。根据兖州
煤业2013年的年报显示，去年
兖煤澳洲亏损49 . 784亿元,成
为兖州煤业实施“走出去”战
略以来海外公司最大的一次
亏损，直接拖累母公司全年业
绩同比下降76 .29%，股价破净。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矿产资源租赁税为9626万

元，上年同期是-11 . 729亿元，
影响净利润同比减少12 . 692
亿元。

“目前，兖煤澳洲在当地
有9个煤矿，2013年的生产规
模是2700万吨，营业收入为
100亿元。本次废除矿业税，对
公司来讲是利好，但具体减免
的额度以及对公司今年后期
的业绩影响，公司正在测算。”
兖州煤业证券办的工作人员
对记者说。显然，该人士对此
比较谨慎。按照去年缴纳9626
万元的矿业税的比例来推算，
今年9月份至12月份，公司至
少可以免缴3200万元税款，这
对改善公司经营情况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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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万达 阿里巴巴腾讯

近几年，伴随着跨境网购消费者队伍的逐渐扩大，天猫、苏宁等主流电商平台纷纷进军跨境电商，快递大佬顺丰、申通通、韵达
也加入其中，开设跨境物流服务平台。电商、物流企业密集出手“海淘”，背后吸引他们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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