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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跨境境电电商商新新税税制制带带来来新新机机遇遇
跨境电商“免税时代”的消失，本土企业和试点城市企业同起跑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李
彦慧 ) 4月8日，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新税制正式实施。跨境电
商“免税时代”的消失，也给本
土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可以和
1 0个试点城市的企业同条件
竞争了。

在跨境新政执行之日，威
海市商务局组织全市近2 0家
跨境电商骨干企业和2家支付
机构，邀请威海海关、荣成海
关、人民银行等部门专家一起
研讨。

不少企业代表认为，新政
对关税的调整，势必将提高部
分进口商品的成本，大多数通
过跨境电商渠道进口的商品

价格，将因为税种的增加和税
率的变化而水涨船高。但免税
时代的结束，也给本土企业带
来新的机遇。

威韩购跨境电子商务公
司跨境电商部副经理庞妍介
绍，此前，全国仅有福州、平
潭、郑州、杭州、重庆、上海、宁
波、广州、深圳、天津10个城市
为跨境电商保税进口试点城
市。在这些试点城市，保税备
货模式为跨境电商平台提供
避税的最简便途径，大量进口
商品先集中进入国内保税仓，
随后为适应行邮税征收的5 0
元以下免税额度，跨境电商企
业将大包商品分拆为小包裹，

成功避税。而试点城市之外的
企业，难以享受保税进口的红
利。

伴随新税制时代的到来，
这一切都将结束。保税模式不
再享受税制减免，甚至一定程
度高于新税制中的行邮税，这
也让本土企业和全国企业都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现在，
试点城市的优势没了，而我们
在威海却有着地理优势，而且
威海的通关速度也走在前列，
这是本地电商企业的利好。”
威海海关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荣成泰祥食品公司财务
总监冯先生同样认为，一直以
来，威海虽然坐拥中韩自贸天

时地利，跨境电商却一直走的
直邮模式，没有享受到保税进
口红利。现在，政策相当于放
开 了 ，全 国 城 市 同 一 个 起 跑
线，这对从事跨境电商和一般
贸易的外贸企业来说，都应该
利用这个机遇规范发展。

威海贸易发展中心主任
曲明霞分析，新税制施行后，
现有跨境电商将出现一轮优
胜劣汰的洗牌。本土企业要利
用好当地的地域优势，抓紧调
整，迅速适应新政，这也是趁
机崛起的好机会。中小微企业
可以利用电商平台以及抱团
合作等模式，降低成本，探索
新机遇。

中心城区

14日零时停暖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彦
慧) 供暖再次延时，中心城区将
于14日零时停暖。

继第一次发布延长停暖时间
为11日之后，考虑到最近气温情
况，威海再次延长供暖时间，停暖
时间为14日零时。威海燃气热力
管理处提醒，停暖后，家中的暖气
片不会马上降温，会随着管道压
力的减弱有个逐渐降温的过程，
居民需提前做好保暖准备。此外，
用户要封存暖气设施中的水，防
止供暖设施锈蚀老化。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李
彦慧 ) 万千关注中，跨境电商
新税制终于落地。这对跨境电
商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新的

“大考”。研究新政、调整货品、
探索新的进口模式，威海的外
贸企业从新政当天已经着手

“改革”。
“7日，我们晚上一直都在

公司，等待《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布。”威
韩购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跨境电
商部副经理庞妍告诉记者，当
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清
单”公布后，公司立即着手研
究新政，并随后开始调整电商
平台，“加班到凌晨2点。”庞妍
介绍，现在，因为对新政细则

尚未研究透彻，国内有的跨境
电商平台选择暂时关闭，有的
平台选择自己贴钱暂时沿袭之
前价格，或者紧急调整部分货
品。因为新税制叫停了2000元
以上的跨境电商个人消费，目
前，威韩购网购平台上2000元
以上的榨汁机、电饭锅等韩货
爆品都已经紧急下架，一些高

档化妆品也将退出“海淘”领
域。

“新政刚出台，我们也都在
摸索研究。免税时代取消，可能
进口企业会调整部分商品，另
外，一些商品可能要选择一般
贸易的方式进口。”荣成皇朝马
汉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国际
事业部王科说。

企业忙调整货品

22000000元元以以上上的的进进口口商商品品下下架架了了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丛文考 ) 4月9
日，一年一度的成山头吃会在天
尽头广场举行。成山头吃会是由
西霞口集团重新举办的，今年是
第七个年头，当天共有近2400人
参加。

当天上午9点，在著名的旅
游地标天尽头广场看到，一条长
约6米的供桌上，贴着红“福”字
的面缸里盛满黄豆，团箱里盛满
玉米，中间则是红枣饽饽、三牲。
供桌两侧，西有“五谷丰登”，东
有“连年有余”两根立柱。“连年
有余”柱上缀满了成串的对虾
干、干鱼，整体插在几盘叠放的
渔网上，“五谷丰登”柱挂满了蒜
头、玉米、辣椒和地瓜干，通柱立
于一老式苇编粮囤子里，囤里堆
满了花生。

祭海仪式上，当地几位老渔
民举香分敬苍天、厚土、海神。随
后，村民和外地游客在长桌前排

队焚香烧纸，在摆放五谷和各种
干鱼的祭台前焚香跪拜，以求五
谷丰登和连年有余。仪式过后，
村民和游客走进吃会帐篷内，免
费品尝胶东风味的渔家饭菜。为
突出成山头吃会“吃”的内涵和
特色，主办方西霞口集团为周边
村民及参加吃会的游客奉上炖
猪头肉、鸡翅鸡腿、萝卜炖牛肉、
炸鱼等一道道渔家饭菜，配上地
瓜、油条、油饼，为前来的与会者
们提供视觉和味觉的极大享受，
体验和回味大锅饭的美味。

景区为配合吃会活动，还推
出了当天成山头+摩天岭联票
六五折的优惠政策。主办方介
绍，从“成山头吃会”恢复以来，
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开始以此招
徕游客，“吃会”以其蕴含的具有
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受到越来
越多游客、旅行社的关注，其内
在的旅游价值也在逐渐发挥出
来。

成成山山头头吃吃会会款款待待22440000名名““吃吃货货””

公交集团进

7社区办老年卡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冯琳)

为方便老年人初次办理免费乘
车卡及半价乘车卡，11日—19日，
公交集团开展公交便民进社区服
务活动，走进7个镇社区，让老年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老年人乘
车卡。

此次便民进社区服务活动的
具体行程安排为：4月11日羊亭
镇、4月12日温泉镇、4月13日桥头
镇、4月14日泊于镇、4月15日崮山
镇、4月18日草庙子镇、4月19日初
村镇。具体地点由各镇政府通知
到村委集体办理。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可持身份证及1寸近期免冠
彩色相片提交办卡资料，其中65
周岁以上须交纳工本费10元，刷
卡乘车免费；60—64周岁须交纳
现金50元(含工本费10元，充值40
元)，刷卡乘车半价优惠。

制卡结束后，公交集团工作
人员会将制作好的乘车卡送达上
述各镇办理点，由各镇政府相关
部门通知领取。老年人凭身份证
及身份证上粘贴的取卡号码就近
到上述地点领取公交乘车卡，持
卡可免费或优惠乘坐公交集团
(包括城郊公司)有效线路车辆。

此外，60周岁以下成年人如
需刷卡乘车，可就近到威海市商
业银行羊亭支行、初村支行、草庙
子支行网点申请办理市民卡。6月
1日以后，免费及半价乘车的老年
人必须刷卡乘车，没有公交IC卡
的老年人需投币乘车(持身份证
乘车无效)。

祭海仪式现场充满浓浓的渔家风味。 记者 冯琳 摄

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民俗
盛会———“成山头吃会”，是
全国独一无二的民俗聚会。

“成山头吃会”起源于清
末，于1922年被《中华全国风
俗志》收录。过去，成山头周
边的乡村一直具备农、渔两
种形态。出海渔民的土地，由
专事农业的村邻帮助侍弄，
而 渔 民 除 了 以 鱼 虾 海 鲜 回
馈，爬虾、小鱼这些也会送给
农民作肥料使用，以助肥田。
这种互利的帮助，加深了渔
农之间的感情，而日渐累积
的感激之情，无以表达，当地
大户便在农耕、出海之前召
集组织乡邻，“把酒话乡情”。

除了大户们备足食材之
外，乡民自有的聚会物品，也
都会争相奉献。“吃会”现场，
全员动手，搬椅抬桌。随后，
男人坐在一起，女人
和孩子坐在一起，以
示有别。会上，佳肴
飘香，大碗斟酒，大
盆盛肉，场面热烈，
即使过往路人也会
成为座上宾。“成山
头吃会”，便由此而
生。时间一长，“成山
头吃会”就成了当地
一年一度最大的公
共事务。开放热烈的

“吃会”，除给农民、

渔民提供一个相互感谢的机
会和场合，这也给少数闹了
矛盾、有了嫌隙的乡民重塑
人际关系的机会，“举杯一笑
弥嫌隙”。在“吃会”上，大碗
喝酒、豪情碰杯的人们，假如
以前有了矛盾，必然会全部
忘掉，谁也不会再提。

“成山头吃会”曾因日军
侵 占 成 山 头 而 停 办 了 7 0 余
年，于2010年由西霞口集团重
新举办而得以恢复。

每 年 农 历 三 月 三 ，“ 吃
会”定期在成山头举办，由祭
海和“吃会”两部分组成。除
了尽享渔家特色美食和欣赏
独具特色的民俗表演之外，

“成山头吃会”以其开放、豪
迈的特征，扮演了和谐乡民
的社会组织角色，从而被传
承下来。

那些年的成山头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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