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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等多领域将大手笔吸引民资
记者日前获悉，为了落实鼓励民间
投资的政策措施，今年我国将要在支线
铁路、油气、电信等领域拿出一批项目，
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营造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方面，还将加快为产权保护
清障，加快清理、修改和废止不利于产权
保护的法规文件，推进依法行政，严防任
性执法、任意执法。
2016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促
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
提出要确保各类投资主体进入社会服务
领域一视同仁，在医疗、养老、教育、电
信、油气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吸引民间投
资进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进
一步推进促民资各项政策落实，2018 年
在交通、电信、油气等领域将有重大突
破，进一步吸引民间投资进入。
据了解，2017 年国家从四大方面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其中，首次明确提出着力营造依法保护
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
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
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同
时，在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投资、海外投
资方面都连续出台了重磅政策，对进一
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提质增效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多项措施的推动下，民营经济相
关数据比之前有了明显改善。发改委投
资司的数据显示，2017 年，民间投资达
到 38 万多亿元，增长 6%，增速比上年提
高 2.8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有
所增强，高新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民间
投资快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卫生和社会工作民间投资分
别增长 29.8%和 25.4%。水利环境和公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
协”
）发布《2017 年“双 11”网络购物价格、
质量、售后服务调查体验报告》，称包括
聚美优品、网易考拉海购、蜜芽网、拼多
多、贝贝网、国美在线、京东、淘宝等多家
平台在内的相关店铺，均被发现涉嫌销
售仿冒品。2 月 8 日，网易考拉海购发布
声明称，网易考拉海购现已确认，中消协
指称网易考拉海购问题商品(雅诗兰黛
ANR 眼部精华霜小棕瓶 15ml)为海外正
品商品。该商品采购来源链路清晰可
靠，为海外正常在售的正品商品。
2 月 9 日，聚美优品也发布声明称，中
消协 2 月 7 日报告中提及的聚美优品所
售“雅诗兰黛特润修护肌透精华露 50ml
装”采购海外正规免税店，是正品，并称
公司将提供相关商品的全部正品凭证。
对于上述两家网站声明，2 月 11 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所有的信息在 7 日的报告中已经公
布，没有任何改变。2 月 12 日，雅诗兰黛
官方对双方说法表示不予置评。一边是
触目惊心的涉假数据，另一边是两家企
业的直面澄清，陷入罗生门的跨境电商
水究竟有多深？

海淘哪些渠道容易出现假货
“海淘涉及多个国家、多个产地、多
个渠道、多个物流环节，”中国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称，复杂的环节让克
服“海淘”假货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对于目前国内主要的“海淘”模式，

共设施管理等多个领域增速超过 20%。
其中，2017 年前三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
速达到 7.7%。
据大成企业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共同发布的《2017 年民间投资与
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数据分析报告》指出，
2017 年，在国内及世界知名企业排行榜
中，中国民营企业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
与往年相比，上榜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断
增强、效益不断提高，特别是高科技民营
企业表现抢眼。此外，2017 年前 11 个月
新 上 市 公 司 中 民 营 企 业 有 359 家 ，占
86.7%，民营企业占 A 股上市公司数量的
比重也进一步提升，已成为 A 股市场的
主要力量。
上述报告称，民营企业还希望政策
能够调节金融和实体之间的不平衡，更
有力的扶持实体经济，加大降税清费力
度，完善我国营商环境。
大成企业研究院秋季沙龙问卷显
示，当前国家宏观重点调控措施中，85%
的企业家表示最为期盼更有力的扶持实
体 经 济 ，81.2% 选 择 加 大 降 税 清 费 力
度。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
盾在经济领域的表现，82.6%的企业家
选择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平衡，71%
的企业家选择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与增
长速度不平衡。
北京投融资商会执行会长苗谦表
示，民间投资发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科技、文化、金融创新融合发展的方
向，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
应大力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和
技术的创新应用，将低成本资金引至小
微企业，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在中央层面不断加强政策支持，鼓

励民间投资的同时，各地政府也接连发
布政策推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河北
省日前出台政策，在破解瓶颈、降低成本
等方面提出 20 条意见，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推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改委表示，多地政府在促进
民间投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未来将
组织召开全国促进民间投资经验交流现
场会，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政策措
施，
促进民间有效投资持续增长。
2017 年民间投资出现了企稳回升
态势，而且在新兴产业领域增长迅速。
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金融科技
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但与
此同时，民间投资面临的营商环境有待
进一步改善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持续增长的基础尚不牢固。分行业看，
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4.8%，低于全国增
速 2.4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西部和东北
地区民间投资增长 3.9%、3.2%，低于全
国增速 2.1、2.8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仍面临“玻璃门”和“弹簧
门”问题。在诸多领域，民间投资仍存在
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尽管近年来已持
续不断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但相关
配套措施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
民营企业难以公平参与竞争。
发改委表示，未来将重点集中在促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破解融资难题等方面，切实增强民营企
业政策获得感。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
审批情况清理核查和政务失信专项治
理，持续优化民间投资营商环境。推动
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加快产权保护政策真
正落地，
鼓舞和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
（来源：
经济参考报）

海淘打假陷
“罗生门”
首先是平台型电商作为平台，消费者通
过代购、买手从国外零售店中直接购买。
其次是自营跨境电商直接通过品牌
厂商授权销售。采用这种销售模式的大
多为中小品牌，而能够拿到品牌直接授
权的自营电商平台则必须具备一定的出
货能力。
除去代购和直销，通过代理商采购
则是更普遍的采购模式。采购完毕，便
要将商品通过物流公司发向国内，海外
商品由跨境电商通过海关清关入境后会
存放在保税仓。当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
下单后，商品从保税仓直接发货。
“买手采购最不可控，品牌直销最有
保障”，资深电商从业者冯华魁称，虽然
上述模式都是合法合规的，但商品品质
的差异悬殊。比较而言，买手从零售渠
道采购，商品来源比较复杂，品质控制难
度较高。从品牌厂商直接授权以及从渠
道经销商采购的品质则相对较高，但也
不排除会有一些假货。

海淘假货为何难以杜绝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余
思敏称，跨境商品的假货问题主要存在
以下情况。
首先是真物流卖假货，其次是假物
流卖假货。还有就是假物流卖真货，即
走私。很多跨境网购买到的假货问题出

在国内。部分商品未经正规渠道生产，
在没有获得品牌方授权的情况下，通过
一些黑工厂、小作坊生产，之后贴上伪造
的商标，并在网上标榜正品出售，而后通
过虚假物流的方式，
显示从国外发货。
“问题就出在没办法做到完全的封
闭式清关，”冯华魁称，即使消费者购买
的商品是正品，商品在进入中国海关关
卡检查时，依然存在被掉包的可能。
“这
里面也涉及监管的缺位，”零售业专家陈
岳峰指出，一方面进口商品在国内外零
售价格的差价过大，导致海淘需求持续
存在。另一方面，监管部门没有起到对
商品品质的把关作用。

官方检测结果为何受企业质疑
对于同一件商品为何中消协联系的
鉴定机构鉴定的结果是涉嫌仿冒，而企
业却声称是海外正品这一问题，资深电
商分析师李成东称，一方面，由于不同地
区对于化妆品原材料的监管要求不同，
同一商品的海外销售版本与国内专柜版
本不排除存在差异的可能。另一方面，
目前国内缺少针对进口化妆品的鉴定标
准，这也使得检测结果可能存在争议。
“品牌商做的鉴定也许不是产品用料的
鉴定，
而是渠道的鉴定。
”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
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称，对于消费者来讲，

人民币市场汇价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 2 月 13 日受权公布人民币对美
元、欧元、日元、港元、英镑、澳元、新西
兰元、新加坡元、瑞士法郎、加元、林吉
特、卢布、兰特、韩元、迪拉姆、里亚尔、
福林、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
威克朗、
里拉、
比索及泰铢的市场汇价。
2 月 13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如下：
100 美元
632.47 人民币
100 欧元
777.40 人民币
100 日元
5.8159 人民币
100 港元
80.876 人民币
100 英镑
875.69 人民币
100 澳大利亚元 496.84 人民币
100 新西兰元 459.19 人民币
100 新加坡元 478.00 人民币
100 瑞士法郎 673.60 人民币
100 加拿大元 502.74 人民币
100 人民币
62.245 马来西亚林吉特
100 人民币
914.26 俄罗斯卢布
100 人民币
188.32 南非兰特
100 人民币
17140 韩元
100 人民币
58.074 阿联酋迪拉姆
100 人民币
59.297 沙特里亚尔
100 人民币
4010.29 匈牙利福林
100 人民币
53.597 波兰兹罗提
100 人民币
95.77 丹麦克朗
100 人民币
127.44 瑞典克朗
100 人民币
125.09 挪威克朗
100 人民币
60.047 土耳其里拉
100 人民币
294.10 墨西哥比索
100 人民币
499.96 泰铢

最权威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品牌商标的权
益人或授权人鉴定真伪，所以中消协这
次调查方法是没问题的。

电商平台为何正面质疑中消协？
网易考拉海购声明称已郑重质疑中
消协出具的报告结果是完全错误的，并
已向中消协业务主管单位国家工商总局
提起监督管理建议。
“电商业务正在持续快速增长，发展
严重依赖口碑”，资深电商分析师李成东
称，网易考拉的收入占网易电商收入六
成以上，网易也十分重视考拉的发展，而
历史可以证明“假货危机”对于电商平台
的影响是巨大的。
2014 年 7 月，聚美优品第三方商家祎
鹏恒业被爆销售假冒服装和手表，其伪
造的品牌授权书和报关单也一一曝光，
聚美优品由此遭到 8 家美国律师事务所
的起诉。虽然聚美优品在网站上公开道
歉，但也没有阻止股价一路狂跌。经历
一系列涉假风波后，2015 年聚美优品市
值蒸发 60%。
在网易 2 月 8 日公布的第四季度财
报中，网易首次将电商业务的财务业绩
单独进行了披露。2017 年第四季度电商
业务净收入为 46.54 亿元（7.15 亿美元），
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26.67 亿元
人民币和 16.91 亿元人民币。2017 年电
商 业 务 净 收 入 为 116.70 亿 元 人 民 币
（17.94 亿美元），2016 年为 45.42 亿元人
民币，
同比增长近 157%。
（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