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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跨境电商刚刚出现的
时候，各种声音议论纷纷，但我们秉
持包容审慎监管的理念，决定先‘看
一看’再规范，出台了跨境电商的监
管过渡期政策。实践证明，过渡期
政策效果明显，不仅形成了外贸增
长新亮点，而且促进了行业健康发
展。”李克强总理在9月20日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肯定了我国跨境电商
的发展。

这次会议指出，以跨境电商发
展为突破口，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和业态创新，对加快转变外
贸发展方式、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国务院批准设立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两年多来，相关
地区在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
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系列
好经验、好做法，综合试验区进出口
规模快速增长。

会议还为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目标：一要在全国复
制推广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和线
下产业园区“两平台”及信息共享、
金融服务、智能物流、风险防控等监
管和服务“六体系”等成熟做法，积
极探索新经验，在制定跨境电商国
际标准中发挥更大作用。二要再选
择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
城市建设新的综合试验区，推动跨
境电商在更大范围发展。三要围绕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互
联互通、智能化的新型外贸基础设
施，鼓励建设覆盖重要国别、重点市
场的海外仓，加强物流网络等配套
服务体系建设。四要按照包容审慎
有效的要求加大监管创新力度，促
进各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对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
法互助。推动建立针对跨境电商的
交易风险防范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机
制，大力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
违法行为。

会议还决定，将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
2018年底，并加快完善相关制度。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 9 月
2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跨
境电商监管过渡期再延长这一政
策进行了解读。他说，这么做主要
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增加了我国市场的有效
供给，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了国内消费升级；二是缩小了
进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吸引了境
外消费回流，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
的消费需求；三是目前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规模较小，保持政策环境的
连续稳定有利于更好地总结这个
行业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完善相
关的制度。

实质上，跨境电商从业者对该
消息所释放的信号更为敏感。跨境
电商平台比呀比公司 CEO 黄浩文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跨境电商监
管新政的延期对于跨境电商行业来
说是一大利好。去年出台的“4·8
新政”，实际上意在转变跨境电商行
业盈利模式。黄浩文认为，大部分
跨境电商盈利依靠的是保税仓获取
优势，“4·8 新政”的出台是将这种
资源、政策上的倾斜取消，跨境电商
发展应转向依靠业务、技术、产品等
方面。而新政的延期，给已经成熟
的跨境电商企业更长时间去进行转
变和适应；对初创公司而言，也可以
借机提高业务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看清了
全球市场转型的未来趋势，也清楚
了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经贸关系中
的地位，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建设
所发挥的作用。”对外经贸大学教
授、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APEC
电子商务工商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王健对《中国贸易报》记者分析

称，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肯
定了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趋势。这
的确是中央政府认识到了跨境电商
发展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经济发
展和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第二，
政府监管在创新，因为全球市场已
经发生了变化，国内参与外贸的主
体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中小企业，
甚至个人消费者也成为外贸的主
体。监管应该不仅有效，而且需要
便利。第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为
中国消费者带来福利，让中国市场
与国际市场统一，不仅促进了中国
产业升级，也缓解了贸易不平衡，为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好信号，说明
中国市场的开放，对跨境电商全球
发展的支持，也为全球中小企业带
来发展机遇。第四，这些政策方向
也让中国的跨境电商发展孵化规
则，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市场
转型中发挥先导作用。

受到中央政府重视的跨境电
商，发展的路径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未来也越来越值得期待。正如阿里
跨境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阿里
研究院资深专家欧阳澄所说：“未来
人们不会再专门说‘做跨境电商’。
因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国际贸易都将以电子商务的方
式进行。”

跨境电商利好政策延至明年
■ 本报记者 张凡

路 透 社 9 月 20 日 报 道 ，由 于
苹果手机的创新节奏缓慢，中国
的手机生产商有机会开始依靠更
好的设计和更低的价格征服发达
国家市场。

通过将高端功能集成于经济
实惠的设备中，辅之以精明的推销
和零售策略，中国的手机厂商已经
赢得了一些忠实的苹果用户的青

睐。在欧洲最大的电器零售企业
Saturn，华为、中兴、联想和 TCL 都
已经进入智能手机销售前十名。

根据中信里昂证券（CLSA）的
数据，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有 40%
用于出口，这一比例比 3 年前翻了
一番。今年上半年，华为智能手
机在欧洲的出货量增长 50%，超过
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供

应商。
咨询公司 Counterpoint 认为，

中国品牌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
共享供应链并拥有越来越大的零
部件购买力以及积极的营销和物
有所值的产品都使得中国品牌手
机与苹果手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
小，有效地抑制了苹果的增长。

当然，苹果手机在高端市场

仍然拥有控制力。根据瑞银信贷
的数据，在单价 600 美元以上的智
能 手 机 市 场 中 ，苹 果 的 份 额 为
63%，华为仅为 3%。中国前三大
手机品牌华为、Oppo 和 Vivo 的产
品平均售价仅为 248 美元。 IDC
的分析认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需要向消费者证明，他
们的品牌和产品值得付出更高的

价格。
行业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

和应用程序的发展，手机应用程序
带给消费者的体验差异远远高于
硬件设施，1000 美元手机上的程序
使用体验与在低端手机上的体验
并无太大不同，因此未来智能手机
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驻休斯敦总领馆经商室）

苹果创新缓慢 中国手机开始占领发达国家市场

9 月 18 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在华盛顿以“美国贸易政策的
优先事务”为题发表演讲。演讲
中，莱特希泽强调，削减巨额贸易
逆差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优
先事项。他认为税率、监管以及其
他宏观经济因素对造成贸易逆差
有很大影响，但贸易规则同样重要
并且能够决定贸易收入的结果。
为此，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必须改
变贸易政策方向，尤其是要改变不
公平的贸易现状，必须在国内市场
和国际市场要求对等的贸易关系。

作为特朗普政府现任贸易代
表的莱特希泽，曾在上世纪 80 年
代里根政府担任副贸易代表，他因
为是以钢铁贸易保护起家和“广场
协议”幕后推手而成为美国贸易政
策的“鹰派”角色。此番演讲可以
视作莱特希泽为特朗普政府所秉
持的“美国优先”原则而高举贸易
保护主义大旗的最直接表现。可
是，莱特希泽把贸易政策的调整和
规则的改变作为扭转美国贸易逆

差的解决之道则与美国面临的现
实问题和情况“南辕北辙”。

美国与全球约 100 个国家存在
贸易逆差，但同时在资本账户下存
在巨额顺差。2014 年，美国经常账
户赤字为 3920 亿美元，但美国跨国
公司的海外收入高达 15,034 亿美
元，即便扣除掉别国跨国公司在美
国投资的收入也超过了美国经常
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理论上，贸易
逆差渠道流出的美元最终可以通
过金融渠道回流美国。只是美国
跨国公司为了避税将大量收入长
期滞留海外，汇入的少量收入不足
以弥补货物贸易的巨额逆差而导
致美国经常账户严重失衡。

特朗普在今年 1 月宣布提名
莱特希泽任贸易代表时就表示，莱
特希泽将和商务部部长罗斯以及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合作，制定政策来减少美国贸易逆
差、阻止制造业岗位外流。那么，
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真
的是贸易政策吗？

从总体贸易和双边贸易两个
视角看待贸易平衡。美国的总体
贸易逆差大约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
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的 2009 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庞大财政赤
字、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费习惯、币
值长期被高估的美元综合作用的
结果，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
国来说不可避免，至于哪些国家成
为与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则
是偶然的。

美国对东亚历来都存在巨大的
贸易逆差。上世纪 90 年代逆差集
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对美贸易直至 2005 年前后才
开始从长期逆差变为顺差，并随后
不断加大。因此，将美国的贸易逆
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颇具
误导性。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中有
很大一部分从日、韩等对美贸易顺
差转移而来。因此，美国的贸易逆
差应该是对更广泛的东亚地区、欧
盟国家、墨西哥等国的逆差。

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看，美
国利用别国剩余储蓄维持超出自
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以服务业
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带来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元

“硬通货”地位的滥用以弥补其国
内生产不足而最终产生成巨额贸
易逆差。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
顺差在数字上反映在中国，但利益
顺差的“实惠”在美国。据中方统
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 59%来自
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
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
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
销等环节获益巨大。苹果手机就
是典型的实例。美国的贸易统计
制度规定，将原产地定为组装并出
口最终产品的国家，这就导致了没
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在中国生产，但
在中国组装的产品都记在中国出
口账上的怪现象。如果挤掉这些
发达经济体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部
件“水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可能
减少 40%左右。

从国际分工看，二战结束后服
务业兴起和技术进步，欧、美制造
业工人比例大幅下滑，来自新兴经
济体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使较
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岗位减少成
为必然。从就业情况看，贸易逆差
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并没
有直接关联。北美自贸协定生效
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美制造业
就业岗位流失就已开始。美失业
率却逐年下降，从 2010 的 9.6%降
至 2016 年的 4.9%，同期总体货物
贸易逆差却从 6909 亿上升到 7967
亿美元。

为了解决“减少贸易逆差”这个
优先事项，莱特希泽执掌的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已经重谈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重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对中国发起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

“301调查”，把搁置15年的保障措施
大棒重新“挥舞”起来。敢问美国，只
有不断挑起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
摩擦才能帮助尔在重构贸易政策和
规则中减少外贸逆差吗？

美国削减贸易逆差之路“南辕北辙”
■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夏

“中国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去
年已经达到 6.7万亿元，到 2020年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将达到
12 万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预
测。”9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出席由该
机构主办的第九十九期“经济每
月谈”时表示，跨境电商已成为国
际贸易的一种重要业态，并将是下
一代贸易方式前奏、准备、基础和
发展的延续。

陈文玲发布了关于 E 国际贸
易的理论框架与组织框架，提出加
快 E 国际贸易发展的建议。她认
为，中国在E国际贸易领域具有先
发优势，E 国际贸易是面向未来、
拥抱未来、创造未来的下一代贸易
方式，也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上提出
的智库版“中国方案”。

陈文玲介绍称，E国际贸易是
以 EWTP（平台经济）为主要载体
的B2B、B2B2C，即“订单＋支付＋
物流”，是完全的第三方协同保障
和全信用的管理模式，商流、物流、
信息流、资本流相对分离却又快速
聚合。

陈文玲指出，E国际贸易的框
架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
是支撑体系。支撑体系包括软基
础设施的支撑、硬基础设施的支
撑、服务保障体系的支撑，这是支
撑E国际贸易运行的基础保障；第
二个层次是贸易主体；第三个层次
是综合功能。

E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是
什么关系？陈文玲研究认为，E国
际贸易是下一代贸易方式，跨境电
商是国际下一代贸易的现在进行
时，是它的先发阶段。她预测，一般
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
购贸易会逐渐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
式，而这种贸易方式由于具有公平、
快速等优点，会为全球中小企业、全
球消费者带来巨大福利。

E 国际贸易和传统国际贸易
有什么区别？陈文玲表示，传统贸
易方式采取的管理方法是企业准
入、设置企业准入标准，通过“配
额+技术手段+最惠国待遇”等行

政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和
交易，而E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特点
是去中间化、去行政化、去壁垒化，
改变垂直的流通模式，节约了大量
的中间成本，使商品的流通成本和
消费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扩大消费
者选择的空间。

从参与者来说，由于E国际贸
易是去中间化的，因此中间商可有
可无，企业、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进
入平台进行交易。从交易特点来
看，E国际贸易既可以是交易金额
比较大的贸易，也可以是交易金额
小、频次比较高的贸易，它的市场
功能要大大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
集聚了消费者、生产者和供应商，
形 成 了 新 的 市 场 主 体 EWTP 平
台，以及由此派生的合作网络体
系，使市场功能空前强大。

据介绍，在E国际贸易领域数
字、技术、投资方面，中国目前在世
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陈文玲表示，
之所以中国在 E 国际贸易领域能
率先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网民数量位居世界第
一，中国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为
下一代贸易方式尽快进行商用创
造了条件；其次，中国跨境电商蓬
勃发展，形成了阿里巴巴等一批具
有竞争力的E国际贸易的主体；再
次，中国消费者的支付方式也发生
了极大变化，各种电子支付为下一
代贸易方式创造了支付便利化的
条件。

陈文玲预测，下一代贸易方式
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它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能
力，创造出口新通道。“可以通过下
一代贸易平台的信息共享，实现数
据的自由流动，同时实现数据的有
效监管和利用，并且会逐步解决个
人携带和国际邮件、快递进口所带
来的关税损失和监管缺陷。”

除了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
经济体带来好处，陈文玲表示，发
达国家也可以获得全球的商品交
易的信息，依托 EWTP 在下一代
贸易方式中更加便利自由快速地
进行服务贸易。

中国在E国际贸易领域
具有先发优势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阿里亚里兑美元走高，这对马
达加斯加出口商来说，不是个好消
息。目前，有些出口商身处困境，
特别是向美国、中国、南非等“美元
市场”的出口，损失较大，甚至影响
到这些公司的长远发展。

9 月 2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在塔那那利佛召开新闻发布
会，马央行行长表示：“阿里亚里
汇率上涨了 6%-8%，后果是出口
商面临困难。”免税及合作企业协
会秘书长对此表示赞同，“手工
业、纺织业、服务业、新技术产业
及其他领域都遭遇这一困境。”

出口商不知该向谁求助。“国
家会出台解决办法吗？能否稳定
汇率以提升竞争力？”马央行总裁
认为：“这正是公共政策需要解决
的问题。”但国家会如何改变这一
现状？困难重重，难以下手。

马达加斯加出口商：
汇率波动的受害者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泰国
商业部长阿披拉迪于9月21日公
布今年 8 月出口数据，该月出口
额为 212.2380 亿美元，创下近 6
年来最佳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 13.23%，实现连续 6 个月的
增长，增幅为近 55 个月最高纪
录。至于今年1-8月总出口价值
增加8.87%，也是近6年来最好表
现，相信全年出口可顺利实现成
长7%的目标。

出口市场方面，主要市场增加
7.5%，其中美国、日本、欧盟分别增
加7.4%、11.7%、3.7%；高潜力市场成
长16.4%，来自于中国大陆市场增加
25.5% 、柬 老 缅 越（CLMV）增 加
17.2% 、南 亚 31.5% 、中 国 台 湾
26.4%、韩国16.4%、中国香港 9.2%
以及东盟 5 国 6.5%；次级潜力市
场下跌0.9%，其中澳洲、中东以及
拉丁美洲依次下跌 2.9%、6.8%以
及 8.7%。经贸政策与战略办事
处主任萍察诺指出，推动国家
出口成长的因素包括全球经济
好转，重要合作伙伴国经济情
况也有所好转，特别是美国、欧
盟、日本以及中国。

泰国今年8月向中国大陆
出口增加了25.5%

据巴基斯坦《商业纪事报》9
月 21 日报道，巴商务部长马利
克向国会报告时称，巴对华贸易
赤字从 2012-13 财年的 40 亿美
元扩大至 2016-17 财年的 127 亿
美元，尽管巴政府其间采取了
24.1 亿卢比（约 2300 万美元）的
出口促进措施。

马利克表示，最近几年巴对华
贸易赤字呈逐年扩大趋势，2014-
15财年，巴从中国进口101.7亿美
元，对华出口 21.3 亿美元，赤字
80.5 亿美元；2015-16 财年，巴从
中国进口121.1亿美元，对华出口
16.7 亿美元，赤字 104.4 亿美元；
2016-17财年，巴从中国进口增至
141.3 亿美元，而对华出口降至
14.3亿美元，赤字127亿美元。

据悉，巴对华出口的主要产
品包括棉纱、大米、皮革、蔬菜、
化学原材料、渔产品和矿物原
料；而进口产品主要为机械设备
和零部件、化肥、化学品、合成
纤维、钢铁、车辆及零部件等。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中巴贸易赤字
扩大至127亿美元

2017国际羽绒博览会（六安）9月23日在安徽省六安市开幕，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客
商参展。 中新社记者 钟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