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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跨境直购“第一单”

3月16日10时，一架货运飞机降
落在青岛流亭机场。

在流亭机场海关监管下，货物
很快被分拨到快件和普货监管场
所。此时由跨境直购网站生成的订
单信息和物流企业运单信息已经合
并生成清单数据，进入青岛海关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管理系统接受
电子审单。

这些快递包裹被运到X光机流
水线，由海关关员扫描包裹上的条
形码后，进行X光机检查，之后转至
放行区域。不到50分钟，115件包裹顺
利通关。下一步，它们将由物流企业
派送到买家手中。

这115件包裹是国内买家“海淘”
来的奶粉、纸尿裤、鞋和服装等，也
是山东跨境直购的第一单。

四天后（20日），由中韩高速客货
班轮“新金桥5号”运载的跨境电商
直购进口商品将在青岛海关通关，
这将是全国海运跨境电商直购进口
的“第一单”。

与此同时，青岛海关还将在驻
邮局办事处同步启动邮运渠道的跨
境电商直购进口试点。

海空邮电商直购进口平台的打
通，包含在青岛市积极抓取中韩自贸
区机遇的大棋局中。而正在风口上的
电商行业，如果说还有什么领域未充
分开发，那非跨境电商莫属。一座城市
追逐的雄心与市场追逐的热点，双方
完全可以碰撞出充满想象力的空间。

2014年1月27日，青岛正式加入
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行列。当年6月30

日，青岛海关验放山东省首票跨境
电商出口商品，开启了跨境电商出
口大门。自此，青岛海关“阳光通道”
下的跨境贸易一发不可收拾。

据青岛海关统计，截至今年2月
底，青岛已有28家企业开展跨境贸易
电商零售出口业务，累计申报出口清
单27 . 2万票，货值984 . 3万美元，重达
97 . 9吨。其中，青岛传统优势出口产业
的假发、服装等商品出货量迅猛。

这种发展势头，也倒逼青岛海
关监管模式创新，尽快开通跨境直
购进口模式。

据青岛海关技术处处长石云峰
介绍，传统境外网购商品都是通过海
外淘宝和海外代购方式入境，买家对
于商品质量和商家信誉没有把握，而
且对于购买的商品该不该缴税、缴多
少税、遇到通关问题该怎么办心里也
没底，对于物流甩货、部分转运公司
以次充好调换高价值货品甚至被直
接告知遗失货品等情况无可奈何，同
时还存在跨境支付陷阱等诸多问题。

启动这种直购进口模式后，消
费者只需在跨境直购电商平台将看
中的商品下单完成交易，就可以像
国内电商平台购物一样，随时查询
配送进度，等待商品送货上门。剩下
的诸如订舱配送、报关交税等就由
跨境电商交易网站和物流配送公司
搞定。直购进口商品从网上下单到
货主收货的时间较传统模式平均缩
短约1星期左右。

青岛海关：创新监管

3月20日，“新金桥5号”在青岛大
港海关通关。这个全国海运跨境电
商直购进口的“第一单”，到来得并
不容易。

海运跨境直购进口在国内尚无
先例，也没有成型的监管模式。青岛
海关海运跨境电商工作组成立之
初，各个环节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大
港海关抽调专人成立应对小组，全
面开展中韩海运跨境电商模式研
究，反复论证海运集中申报验放的
可行性。经过近一年论证，与跨境电
商企业、物流企业反复磋商，通关流
程才逐步清晰成型。

跨境电商直购进口物品可以在
船舶抵港前申报，海关会提前进行审
核，跨境电商监管仓库则采用了先进
的自动分拣系统，可以快速对包裹进
行机检和分流，保证了时效性。

同时，跨境电商包裹享有最后装
船的便利条件，到岸即可先卸船。这
样一来，头一天下午5点半从韩国发
的货船，第二天当天上午10点就到达
青岛，下午就可以进行国内派送。

“开通这个海运电商直购进口
通道，可以说就是为中韩贸易量身
打造的。”青岛大港海关副关长陈祖
亮强调说。

跨境电商：可以大干一场了

直购进口模式启动后，大韩家进出口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秀彬异常兴奋。借这个
时机，这个成立不到一年，主要从事日韩
食品进口的跨境电商准备大干一场。

赵秀彬说，青岛海关开通的这个跨
境直购进口业务为B2C模式。消费者只
需在电商平台下单，其余的诸如订舱配
送、报关交税等手续全由跨境电商企业
和物流配送公司等代办，这种简单操作
的模式肯定会刺激海淘业务快速增长。

比如买家从大韩家的网站上购买
5 0 0元日本婴儿纸
尿裤，之前需要在
网站上下单，填写
个人信息后付款。
网购平台接到支付
信息审核通过后就
要拿着订单到仓库
备货、打包发送，还
要到海关报关，逐
票缴纳税费、填写
物品申报单，手续
很繁琐。

更麻烦的是，
由于青岛没有进口
直购通道，这些海
淘商品必须通过上
海、杭州等有跨境
直购通道的城市中
转。运抵青岛后，消
费者必须带着个人
身份证到海关办理
提货，不能找人代
理。

现在，消费者只
需在电商平台上下
单后，跨境电商网上
申报，就会在海关的

公共平台上形成清单。海关检查实际货物
与提交的清单相符，货物即可迅速通关。

而开通直购进口通道，也将给电商
企业节约大量存货成本。

赵秀彬说，青岛开通跨境电商直购
通道前，由于运输过程漫长，跨境电商一
般都将货品存放在国外仓库中。为避免
出现消费者下单后无货的情况，仓库中
有货才将其挂到网上销售，这样一来必
然出现库存积压，占用资金。“现在开通
直购通道，像韩国、日本这些邻国，只要
该国国内有货，就可以挂到网上销售，节
约了大量资金。”赵秀彬说。

“这相当于给跨境电商开通了一条
‘海上高速公路’，极大解决了货运量的问
题。”万国优品董事长浮学军说。

物流企业：争夺青岛口岸

从3月16日在流亭机场海关接到山

东跨境直购“第一单”开始，青岛诚业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一直信
心满满。

“通关太快了，我们公司的货物一共
用了不到5分钟，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李伟感叹。作为首批测试企业之一，
当天抵达的115票包裹中，有28票是诚业
货运的货。

而在唯品会海外事业部相关负责人
看来，跨境直购进口通道的建立，使得唯
品会这样的大型跨境电商网站更加青睐
物流渠道完备、报关资质齐全、信誉优良
的物流企业。

跨境直购政策没有落地青岛前，国
内仅有上海、宁波、杭州、重庆、郑州5市
开通跨境直购通道。青岛与韩国联系沟
通最多，但离青岛最近的郑州却恰恰没
有飞往韩国的航班。这就意味着，如果青
岛买家购买韩国的商品，必须在上海、杭
州甚至重庆等地通关，然后再转运青岛，
大大增加了时间和物流成本。

“如今，消费者购买韩国商品，最快2
-3天就能收到货，这必然带来业务量的
明显增加。”李伟预测，跨境电商直购进
口通道开通后，他们公司的业务每天将
增加2万票，约5吨重货物。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规范对进出境个
人邮递物品监管规定，个人物品每人每次
限值为1000元人民币（港澳台地区限值800
元），对于进口税税额在人民币50元（含50
元）以下的，免征关税；超出规定1000元限
值的，应办理退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
办理通关手续，并交纳相应关税。

李伟分析说，1000元限值决定了跨
境直购的商品大多以包裹为主，数量多
但重量小。对于货运企业来说，每天5吨
货物增加的成本非常少，但利润却很高。
同时，货运公司会把这些包裹分派给顺
丰等物流公司，数量大了也可以相应降
低派送成本。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是参与直购进口的首批测试企业
之一。

陈宁说，首批60多票以奶粉、婴儿尿
不湿、服装、鞋帽为主，消费者上周五下
订单，货物周日就到了流亭机场，这周一
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通关，随后开始
发货，除去放假因素影响，实际上只用了
2天的时间，相比过去同样走青岛口岸要
缩短一周时间。

“从目前情况看，仅仅是通过B2C模
式，每天预计增加20吨货物，大约2万票，
这些完全是新增业务量。”陈宁说。

“很多快递、物流都看好跨境电商这
块业务，顺丰、圆通等几家快递企业都来找
过，想接手跨境电商件的上门寄递，他们在
青岛口岸暂时还没有跨境业务。”陈宁认
为，快递企业涉足这部分业务是迟早的事
情，未来跨境物流的竞争将十分激烈。

“跨境电商的趋势已从注重货源渠
道，转变为到物流为王。”省内一位快递

公司负责人分析认为，原本距离日韩较
近的地缘优势，再考虑到未来极有可能
落地青岛的中韩自贸区，区位和政策的
双重优势下，青岛的中韩、中日跨境电商
业务有望辐射全国。

仓库管理公司：

傍上电商、物流大佬

目前，青岛在流亭机场海关、青岛大
港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等多个海关通关
现场相继启动了跨境电商直购进口试点
业务，空海邮同时启动。

位于即墨华骏物流园的跨境电商专
用监管仓库，是青岛首家具有海运跨境
电商海关监管的仓库。这些天，华骏物流
园负责人高峰忙得不可开交，顺丰、京东
等一批批物流企业纷纷找上门来，咨询
入驻条件。

在高峰看来，青岛打通跨境电商直
购进口海空邮通道意义巨大。未来，青岛
无疑将成为主营中韩、中日跨境物流企
业布局的首选之地。

以对韩为例，青岛和韩国海运距离仅
340海里，青岛与韩国之间的高速客货班轮
班次多，运力资源丰富，韩国仁川和青岛之
间每周三个航次，16个小时就准点到达。

“海运航线夕发朝至，成本低、速度
快、无空运商品管制。”高峰说，从韩、日
等国家进口的商品，将发挥海运跨境贸
易电商的优势，实现“空运速度、海运价
格”，初步核算，跨境电商企业运输成本
将节省30%以上。

为承接到来的商机，华骏物流园将
跨境电商监管仓库进行了升级，这个仓
库比普通仓库的软硬件要先进得多，有
自动分拣系统和计算机管理系统，还有
自行开发的监管仓库理货平台及电子仓
储管理系统，这些系统可实现与海关和
各快件公司实时对接，及时交换货物信
息，并通过无线信息和条形码技术对货
物进行实时管理。

而这个跨境电商监管仓库，也让华骏
这样的传统仓库管理公司有更多机会与
国内外顶尖的电商企业交流合作。目前，
已有包括唯品会、万国优品、韩国街、盼达
网、大韩家等多家电商企业前来洽谈。

航运公司也对即将到来的中韩海运
跨境电商业务“井喷”充满期待。由于国
际航运竞争激烈，以经营中韩快速客货
班轮业务的威东船运公司为例，目前业
务量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威东船运公司
总经理孙建林认为，中韩海运跨境电商
进口直购通道被打通后，威东船运公司
快速、准时的优势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这
种全新的外贸运营模式，将为整个海运
物流行业注入强大的生长活力。

据悉，接下来青岛海关还将逐步探
索中日海运跨境电子商务流通渠道，加
上已经开通的空运、邮运，“海陆空”全通
道、多国家的电商运营蓝图将逐步展开。

打通进口直购海空邮路，搭建“海淘”阳光通道

站站在在跨跨境境电电商商风风口口上上
青青岛岛下下的的好好大大一一盘盘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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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的出台
和落地，究竟带来哪
些利好，作为市场主
体的企业嗅觉总是
最敏锐的。跨境直购
模式的启动，给跨境
电商企业、货运公
司、仓库管理公司、
船运公司、物流公司
带来哪些商机？

境内消费者

青岛海关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
通 关 流 程

网上订单、选
择物流

在线支付

电商平台

订单、支付等信息

物流企业

通关管理平台通关服务平台

实货验放物流信息

中韩自贸区的落地城市还在猜想中，各路电商在风口中赛跑跨境直购。
一座城市追逐的雄心与市场追逐的热点，双方完全可以碰撞出充满想象力的空间。在国家整体布局中抢占先机，

青岛祭起大动作，搭建海空邮跨境直购平台，在这好大一盘棋局下，电商、物流、航运公司闻风而动。在区位和政策双双重
优势下，未来，青岛的中韩、中日跨境电商业务有望辐射全国。

清单申报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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