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跨境电商产业前 8 月
进口总货值逾 2 亿元

今年 1 月至 8 月袁海口海关共监管放行跨境电商网
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 48.3 万单尧总货值 2.1 亿元袁同比
分别增长 9.5 倍尧15.9 倍袁单量已达 2019 年全年监管放
行总量的 3.1 倍遥

据海口海关透露袁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曳
发布以来袁2020 年 6 月至 8 月袁海口海关监管放行跨境
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分别达到 9.1 万尧6.7 万尧8.6
万单袁3 个月单量合计占到今年监管放行总量的 50.5%曰
其中袁总体方案发布当月袁自贸港政策利好叠加跨境电
商促销推动袁单月放行单量达到我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以来月度最高水平遥

为促进海南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袁海口海关采取了多
项措施院运用野跨境电商网购保税冶和野商品保税展示交
易冶政策袁促进跨境电商业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袁提高企
业发展后劲曰 在实施 野分送集报冶野保税货物区域结转冶
野提前报关冶野担保验放冶 等通关便利措施基础上袁 落实
野先入区尧后检测冶和野抽样后即放行冶等措施袁满足企业
供应链灵活性和弹性的要求曰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关税保
证保险尧自报自缴尧汇总征税等优惠政策袁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曰针对野6窑18冶等跨境电商促销节点袁合理安排人员袁
提供野7伊24冶小时通关服务袁为企业促销野保驾护航冶遥

梁振君

河北院
首届梨电商大会开幕

9 月 5 日上午袁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尧邢台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河北省首届梨电商大会在威县开幕遥大会以
野梨商往来 冀梨遍天下冶为主题袁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袁搭建产销平台袁打通生产销售新通道袁全方位
展示推介该省梨果产品袁推动梨果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本届大会重点安排了冀梨品赏品鉴尧 专家直播推
介尧天猫平台带货尧抖音助农增收尧客商产地直采等 12
项活动遥在大会冀梨品赏品鉴区袁集中推介了黄冠梨王尧
鸭梨王尧雪花梨王尧秋月梨王尧新梨七号梨王等河北梨王
争霸赛获奖产品遥 河北省 230 多家梨果龙头企业尧专业
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种植大户等选送了 70 多个品种的梨
果以及果脯尧果汁尧果酒等加工品千余种袁展示了梨果全
产业链发展成果袁吸引了天猫尧永辉尧盒马等众多生鲜采
购商驻足洽谈遥 郝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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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的莲子尧龙山的百合尧祁东的黄
花菜袁这些原本电商化率较低的农产品袁
今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借力电商加速上
行袁线上销售额不降反增袁有的甚至在电
商平台上成为爆款遥 野湘字号冶农产品卖
野爆冶电商平台的背后袁是在疫情的催化
下农产品加速电商化的趋势遥

忽然野走红冶的湘莲网店
湘潭县花石镇新加村的李美林今年

种了 50 多亩莲子袁都交由湖南老农派湘
莲食品有限公司在网上进行售卖遥

今年初袁因为疫情冲击袁野老农派冶的
线下出口业务完全停滞袁国内线下交易
额减少了 1/3袁 从农户和合作社手里收
来的莲子没有了销路遥 3 月袁负责人谭宇
翔决定发力线上渠道袁认真打理一直处
于零运营状态的拼多多店铺袁因为质量
好尧价格低袁野老农派冶店铺的莲子很快
起量袁从每天 2000 单袁到 4000 单袁再到
活动期间一天一万单遥

现在袁野老农派冶在拼多多平台的平
均单日订单量达到了 5000 单以上袁冲到
拼多多莲子类目第一名遥 按照 500 克的

最小包装计算袁每天销售的莲子量至少
达到了 2.5 吨袁差不多相当于 20 亩莲子
的总产量遥

野以往在网上销售湘莲的主要为电
商企业及创业青年袁传统湘莲加工企业
参与度并不高遥 冶湘潭县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今年以来袁受新冠疫情影响袁
传统湘莲加工企业纷纷转向电商市场袁
如和亿尧莲冠等加工企业在天猫尧拼多多
等平台上线产品袁目前全县以售卖湘莲
为主的网商有 100 多家遥

疫情期间网店销量不降反增
湘潭莲子不是特例遥 今年以来还有

祁东的黄花菜尧龙山的百合等袁均通过电
商平台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袁在疫情
期间销量不降反增遥

眼下正是龙山百合收获加工的季
节袁龙山县的田间地头袁不时可见拿着小
锄头蹲在地里挖百合的农户遥 龙山县百
合办负责人表示袁自今年百合上市以来袁
到目前鲜百合销售约 1.7 万吨袁 鲜百合
电商化率约 10%曰 百合干片销售约 1.1
万吨袁电商化率约 3%左右遥

祁东县是全国最大的黄花菜产地袁
全县 40 万名菜农袁 黄花菜种植面积 16
万亩袁年产干黄花菜 8 万吨遥 黄花菜线
下渠道的客户基本以餐饮企业为主,疫
情期间袁大量餐馆倒闭袁黄花菜线下销
量骤降 50%左右曰与此同时袁东南亚尧韩
国尧欧洲等出口市场关闭袁外贸市场基本
归零遥

线下销售市场不佳袁外贸市场基本
关停袁经销商纷纷转向线上销售遥黄花菜
经销商邹晶晶是拼多多平台黄花菜类目
top1 卖家遥 目前袁 她的拼多多店铺日销
1500 公斤左右袁累计收购祁东黄花菜 40
万公斤袁线上市场同比去年有所增长遥

农产品借力电商加速上行
近年来袁湖南农产品电商化水平不断

提升袁今年的疫情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遥
湘潭是中国三大莲子产地之一袁长

期以来袁莲子主要在线下流通袁电商化率
较低遥 野2019 年袁整个湘潭县发出去的莲
子电商包裹数量袁一天也不过千单遥 冶湘
潭县申通快递负责人介绍袁到了今年袁每
天都有两三万件莲子发货快递包裹遥

新电商平台拼多多数据显示袁2020
年以来袁湖南农产品在该平台的上行增
速相比 2019 年同期超过 145%袁 尤其是
多个县区主要领导的直播带动袁农村网
店增速加快袁部分贫困县涉农商家增速
超过 120%遥

农业电商龙头惠农网日前发布的上
半年湖南农业 B2B 电商用户数据显示袁
2020 年上半年袁湖南省农业 B2B 电商交
易额较去年同比增长 280%袁其中袁种子
种苗销售规模突出袁商家主要集中于怀
化市袁同比增长 1112%遥怀化市尧娄底市尧
衡阳市尧株洲市尧长沙市农业 B2B 电商
销售较去年同比增长明显袁 分别为
1531%尧1021%尧504%尧440%尧374%遥

今年以来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湖南省商务厅组织电商大平台加强农产
品产销对接遥 同时指导并组织开展了
野芒果扶贫云超市冶大直播尧快手野百城县
长 直播助农冶湖南专场尧抖音野真湘好物
集市冶直播尧湖南数字乡村峰会暨野湘品
网上行冶推介等系列活动袁有力促进了
农产品销售遥 今年上半年袁全省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超过 100 亿元遥 邓梦菲

十余辆零售车一字排开袁
打开后备厢就成了一个个小商
铺袁从进口商品到本土商品袁从
红酒尧牛奶到电器尧服装袁商品
琳琅满目遥 附近闻讯赶来的居
民或当场购买袁 或在售货员指
导下在线下单遥

近日亮相上海浦东的这个
野后备厢集市冶袁是电商恋上野夜
经济冶的新案例遥

伴随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袁
网购成为群众消费的重要模
式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袁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中袁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
比达到 20.7%遥 受疫情影响袁
2020 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中四分之一由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贡献遥

作为消费领域受重点关注
的现象之一袁野夜经济冶 正展现
出诱人潜力遥 专业机构艾媒咨
询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袁2020
年中国野夜经济冶发展规模有望
突破 30 万亿元遥

24 小时不打烊的电商袁成
为天然的野夜经济冶平台遥 今年
7 月发布的 叶阿里巴巴夜经济
报告 2020曳显示袁伴随经济和
社会生活全面走向数字化袁野云
逛街冶变成人们消费的新习惯袁
夜间线上消费在全天占比提高
至 40%遥

除了夜间上淘宝尧天猫尧京
东等平台买买买袁电商和野夜经
济冶还可以怎样野相爱冶钥现身上
海的野后备厢集市冶袁提供了一
种答案遥

据上海野后备厢集市冶主办
方负责人叶星余介绍袁 通过整
合车主微店系统尧 直播系统尧
GPS 定位系统袁 联动后台供应
链采购商城袁 每台零售车成为
一个集线下体验尧物流尧小型仓
储和广告等功能为一体的移动
电商平台遥

野依托耶汽车+夜市+社区
新零售爷模式袁零售车解决了传
统百货零售业触达社区的难
点遥 冶叶星余说袁通过零售车打
通电商野最后 100 米冶袁以贴身
服务与消费者建立起更紧密联
系遥

零售车还将通过合伙经营
模式支持自主创业袁为野六稳冶
野六保冶贡献力量遥 潘清

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养殖户梁勇渊红衣者冤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兔子遥 今年
以来袁重庆市永川区积极探索电商扶贫路子袁通过开设脱贫攻坚扶贫产品销售专区尧农
产品线上直播销售等方式袁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遥 截至目前袁该区通过电商扶贫帮助
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达 60 余万元袁26 户贫困户从中受益遥 唐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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