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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 ■■■■■ ■■■■■

海南全岛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一年多来，蹄疾步稳、开局良好。目前，海南正上下一心、凝聚共
识，加快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本报特开设《自贸观察·焦点》，深入分析、报道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中的重大创新案例、典型经验做法、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落地等，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敬请关注。

编者
的话

近年来，凭借便利
性和价格优势，以跨境
直邮为代表的跨境电商
发展迅速。“双11”购物
狂欢节活动期间，海南
各大跨境电商平台提前
备战，充实起自己的“购
物车”，以满足市民的
“买买买”。

今年1月至10月，
海口海关共监管放行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和直邮
模式进口申报清单合计
7.09 万票，总货值达
2109万元，票数达去年
全年监管放行总量的7
倍；截至今年9月底，海
口综合保税区区内跨境
电商注册企业已达80
家（其中在海关注册57
家）。海南日报记者11
月12日从海口综保区获
悉，海口综合保税区“双
11”购物狂欢节活动期
间跨境电商下单量累计
约34965票。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
求，海南跨境电商监管
部门及政府，正在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减少
中间环节，实现跨境商
品流通便利化。

C

“尽管海南跨境电商增长速度很快，但
出口型企业少、产品结构单一，且省公共服
务平台出口通关系统尚未完成搭建，没有
形成跨境电商的聚集效应。”陈顺说。

对于企业来说，众多消费者对跨境电
商的知晓度较低，不少消费者已经习惯在
淘宝、天猫等平台进行购物，消费习惯已经
形成，想改变并不容易。“像我们这些用平
台做直销的，首先是平台的产品比较单一，
比不上大体量平台集纳诸多网店，商品种
类十分全面；其次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
很多潜在消费者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因此
难以和大体量的平台比拼。”赵越坦言。

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企业的担
忧，各部门也都在全力行动。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林海云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目前海南已构建信息共享、
在线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电子商务信用、统
计监测和风险防控等六大体系，预计明年与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整合后投入使用。

“这将让跨境电商企业享受到红利。”林
海云说，金融、物流、信用、风险防控等六大
体系的建立，打破了过去不同部门、地区、行
业之间的信息封锁，实现了信息共享，有助
于形成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林海云还建议，我省跨境电商不妨利用
好“直播经济”和“网红经济”，探索“跨境电
商+直播”，“可探索在产业园区内开设直播
间，邀请网红及直播团队，通过目前较火的
社交平台‘带货’，拓宽传播渠道，打响知名
度，让更多本地乃至国内消费者知道跨境电
商企业及平台，为企业增添更多消费者。”

省交通厅也正在积极打造大物流网，
在增加国际航线的同时，推动菜鸟仓和京
东仓在海口综合保税区落地，满足区内电
商业务要求。

海口综合保税区则积极探索差异化发
展路子，大力发展宠物食品跨境电商，争取
形成宠物食品跨境电商仓储分拨中心，同
时还建立了一批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急
需的创业型和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训基地，
形成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定制化培养的校企
合作机制，为园区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目前三亚也正积极申请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试点城市，主要面向更多的旅游消费
者，这样可以与海南免税店形成互补，助推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林海云说。

纵观跨境电商的现状，不难发现跨境电
商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业内人士
表示，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
海南跨境电商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尤其是《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在强调自贸区固有属性外，更强调推动
贸易转型升级，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并
赋予了海南全域开放的地理空间，这对于海
南跨境电商发展来说是新的机遇，而跨境电
商的发展也势必对海南经济的发展产
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海南跨境商品流通更加便利

跨境电商快速增长

“双11”订单激增

海南的好戏刚刚开场

海口市民郑涵馨没有想到，她11
月11日上午在海南跨境购美好生活
官网上购买了一件来自日本的防晒
霜，第二天就收到了货品。

方便、快速、可靠……这是郑涵馨
对此次购物的感受，然而，她同时产生
疑问，为什么来自日本的商品这么快
就可以寄到她的手上？

其实，早在今年9月中旬，郑涵馨
购买的防晒霜就已经随着另外几千件
来自日本的洗护用品、生活用品、食品
等被装在一个集装箱里从日本东京出
发了，经过大约20天的海运抵达香港，
再进行3天至5天的转运过程后发往海
口，然后从海口秀英港直接运至海口综
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的仓库进
行保税仓储。从原产地到保税仓储一
共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商品进行保税仓储后凭合同、发
票、装箱清单等材料申报入区，马村港
海关查验后顺利通关放行，在资料完
备的情况下，该过程仅需半小时。

郑涵馨在跨境电商企业网站上下
单后，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及监
管平台系统自动核对电商企业提供的
报关单、支付企业提供的支付清单以
及物流企业提供的物流运单，20分钟
以内即可完成出关放行，随后，商品通
过快递寄至消费者手中。

为了备战“双11”购物狂欢节，海
口综合保税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早早
就行动起来了。

11月6日17时，离“双11”还有近
一周时间，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
产业园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一辆接一
辆的大货车将货物运载至跨境电商产
业园保税仓库门口，工作人员有序地
进行着分拣、装箱、打包、贴制面单等。

“目前仓库内有5000个包裹，都
是猫粮、狗粮等宠物食品。”海南陆海
港跨境电商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为应对“双11”激增的订
单，公司两个月前就陆续从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调配2万余件宠物食品，并
通过海运方式，将商品运至海口综合
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

无论是郑涵馨购买的化妆品，或
是陆海港跨境电商服务公司销售的宠
物食品均是采用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模式，即“1210”保税备货模式。

“海南跨境电商进口业务海关主
要有两种监管模式，分别是跨境直购
（监管方式为9610）、保税备货(监管
方式为1210保税电商和1239保税跨
电商A）。”马村港海关副关长陈振解
释道，“9610”是将已经在境外平台下
单并支付的商品，运输至保税仓库的
暂存区，等待清关和国内运输配送；

“1210”是尚未销售的商品存放在保
税仓库，需要等待销售完成之后才会
清关，再运输到消费者手中；“1239”
与“1210”都是保税方式，但实施的政
策不同，1239模式手续相对繁琐。

“目前‘1210’模式占比最高，占
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口申报清单总量的
96%以上，且都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开
展。”陈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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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海外商品
入境“高速路”

■ 本报记者 郭萃

⬇在跨境电商体验店内，市民可以了解各地商品。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10”监管模式是今年才在海口
综合保税区落地实施的，这也是跨境
电商票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1月1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现行监管政策适用范围从之前的杭州
等15个城市，再扩大到北京等22个新
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城市。海口
被列入新增城市之一，并在海口综合
保税区内实行“1210”模式，对跨境电
商销售进口商品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
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而按个人自用
进境物品监管。

政策还要求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
单内商品实行限额内零关税、进口环节增
值税和消费税按法定应纳税额70%征收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享受优恵政策商品范
围，新增63个税目商品，并将单次交易限
值由2000元提至5000元、年度交易限
值由每人每年2万元提至2.6万元。

对于政策的变化，企业最为敏感。
今年3月，福建陆地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签约落户海口综合保税区
并成立海南公司。“之所以选择落户
海口，是因为海口被列入试点城市
后，我们商品进入综保区可以通过特
殊申报通道，而通关单可以暂缓，有
效提高了时效性，在方便企业的同时
也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海南陆
海港跨境电商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1210”保税备货模式实
施后，省内消费者下单的商品从海口
综合保税区的保税仓发货，可以实现

“次日达”，“这将促进我们业务量增
长和品类扩充。”

除了福建陆地港集团，今年，跨境
网、E宠等知名电商企业都已在海口综
合保税区完成公司注册落地。

有了好的政策，还得有高效的执行
力才能让企业感受到更优的营商环境。

对此，海口海关今年先后推出跨
境电商商品“先入区、后检测”“抽样后
即放行”、跨境包裹通关“一站式办
理”、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流程等多
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在强化监管的同
时实现跨境包裹快速通关，增强企业、
消费者获得感。

“‘先入区、后检测’是跨境电商商
品先入综保区后，海关再进行抽样检
测和手续核对，将监管后置，检测没有
问题后就可以放行，节约了企业的时
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陈振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此前，公共服务平台系统环节
多、速度慢，有时候两三天都办不完入
关申报审批手续，今年4月，海口海关
将7个审批环节缩减为4个，最多半天
就可以完成审批。

此外，海口海关和海口综合保税
区还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网购保税进口商品
保税展示业务”新业态落地实施，助推
跨境电商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11月10日，在海口市龙华区宜
欣城的美好生活跨境体验
店内，前来选购的

顾客络绎不绝，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店内陈设了母婴、化妆品、食
品、生鲜等多品类境外优质商品，主要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国家和地区，这家体验店是海南
黑虎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开的一家进
口商品保税展示店。“消费者挑选完后
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我们从保税仓将
商品直接寄到消费者手中，这可以帮
我们扩大知名度，也可以让消费者在
选购时有更直观的体验。”海南黑虎科
技有限公司招商总监赵越说道，“海口
店更多针对的是市民，目前公司在三亚
也设了一家展示店，主要面向游客。”

海口今年也出台新政，每年将拿
出7000万元专项资金从支持跨境电
商基础设施建设等6个方面扶持海口
跨境电商发展。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蔡
俏介绍：“此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比较全
面，既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又有跨
境电商仓储物流方面的，还有对国际
快件的扶持。”

“在海口扶持政策的基础上，我们
还免费给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保税仓
储，并不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海口综合保税区工委副书
记陈顺表示，目前综保区在跨境电商
产业园配套设立了近6000平方米的
公共保税仓库，并为企业提供仓储、分
拣、打包等一站式服务，基本满足了区
内电商企业的需求；同时，优化园区综
合服务线上辅助平台，通过对接省公
共服务平台和海关监管辅助系统，今
年上半年加强了平台与企业间的对接
测试，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申报管理
系统。“在商务部和省商务厅的指导
下，跨境电商产业园二期项目今年9月
也已开工建设，二期配有海关办公及
监管仓、公共仓、智能仓、恒温仓等，具
备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所需各
项功能。”陈顺说。

B 政策红利助跨境电商增长

海南还有多少短板？

核心提示

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工作人员在给商品打包装箱。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