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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规定您

的微信需实名认证，今日 24 点前

未认证将停用所有功能， 为避免

给您带来不便，请登录 XX 网址进

行认证。 ” 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获悉， 最近

有诈骗分子冒充腾讯公司支付服

务热线给手机用户发送此类短

信， 导致不少人点进相关链接后

上当受骗。

近日， 家住深圳的小六收到

这条信息后， 看到来源是微信支

付的官方服务热线便点击了认证

网址， 等页面跳转后按照要求填

写了身份信息、绑定的银行卡、支

付密码和银行预留手机号， 并且

按照步骤输入了验证码， 接着页

面提示小六实名认证成功。

大概十分钟后， 小六收到银

行发的 “开通银联在线支付功

能” 的短信提醒，当时小六并没

有太在意，然而半小时后，小六先

后收到 22 条银行扣款短信，共计

3450 元。 这时小六才意识到不

对， 立刻将微信支付的银行卡解

除绑定，并在冻结银行卡后报警。

深圳市反诈中心介绍， 此类

诈骗中， 骗子首先通过伪基站虚

拟微信客服号码 95017，发送包含

虚假钓鱼网站的短信， 然后引导

用户点击短信链接进入名为“微

信安全中心”的钓鱼网站，开始认

证后网站提示需要填写银行卡、

密码、姓名、身份证、预留手机等

重要信息， 待填写资料完成后开

始认证，这时网站会弹出一个“短

信验证网页” ，诱导用户填写短信

验证码， 而这实际是骗子偷偷进

行网银转账操作， 银行发送给账

户户主的转账确认短信验证码。

看似简简单单的几步操作，

实际上暗藏了伪基站、钓鱼网站

等多种诈骗手段。 警方提醒，微

信官方不会离开自身应用，更不

会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填写或完

善任何资料，尤其是涉及填写身

份证、银行卡或账户密码等包含

隐私信息的资料；微信实名认证

步骤为： 微信钱包—右上角菜

单—支付管理—实名认证，并不

需要绑定银行卡，验证平台也不

可能是公司网址；切勿点击不明

网页链接，更不要填写社交账号

密码、手机验证码、银行卡密码

等涉及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一

旦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

随着代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品走进寻常百姓家，带出一个万亿级市场。 将于 2019年 1月 1日

施行的《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提高准入门槛，杜绝个人代购行为。

那么，这种行走在灰色地带的生意，将何去何从？ 海外代购“老大难”问题可否迎刃而解？ 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

海外代购将何去何从？

出现质量问题维权难，钻法律空子涉嫌逃税，随着《电子商务法》即将实施———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 上周，海南省

财政厅收到财政部印发的《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有关财税政策的实施方案》

（下称《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方

案》显示，财政部门将研究增设免税店，提

高旅客年度免税购物限额。

一位专家表示，《方案》的出台，意味

着免税购物限额将迎来第 3 次提高。 “在

提高额度上， 一直有争议， 有人说 10 万

元，有人说 3万元。 ” 一位曾参与此事调研

的专家说，“但多数人倾向于分阶段提高，

此次可能会调至 3 万元左右，以后再根据

实施效果和实际情况，逐步调整。 ”

《方案》还明确提到在海南增加免税

店数量。

目前， 海南海关监管的免税店只有 2

家，分别位于三亚和海口。 据透露，有关方

面正在研究在海南主要市县合理布局免

税店，形成离岛免税协同效应，并逐步放

开离岛取货方式和免税商品网上销售的

限制条款。

免税店增加也是分阶段进行。 此次可

能会增加 2 家店，分别位于博鳌和海口的

秀英码头。

免税购物限额

或提高至 3万元

海南又获一系列政策支持

核心提示

“主要是身边朋友有需

求，我顺便帮忙买。 ” 在美国求

学的刘婧告诉记者， 自己目前

主要是为一些熟识的朋友代买

部分衣物、鞋帽和保健品，金额

数量不大。

“最近圈内都在讨论《电

商法》的事情，按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我这

种个人代购规模不大还要上

学，没有足够精力。最多做到今

年底，我就不做了。 ”刘婧说。

《电商法》的出台无异于

让个人代购进入了新模式。 根

据《电商法》第十二条规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

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在《电

商法》生效后，从事奶粉代购

的， 将需办理销售奶粉所需的

行政许可。

“我们在国外直邮的奶粉

都没有中文标识， 也未办理过

相关行政许可。 ”李萌初说。

和李萌初、 刘婧这种学生

代购不同， 彭思洋是一名职业

代购。 2011 年，她利用自己多

年从事外贸工作的优势， 做起

服饰、鞋、包代购生意。

“大家都在观望，只能是

做一天算一天。 ” 彭思洋说，

《电商法》对整个电商领域都

有影响，但影响最直接、最大

的是个人代购。像自己这样的

职业代购， 要么就不做了，要

么就得面临转型的阵痛。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尽管近些

年很多知名电商平台都开通了海

外购、中国区直邮等业务，但通过

淘宝、微信等网络平台的代购生意

依然大量存在。更有代购者每个月

都飞出去逛免税店和商场扫货，把

商品带回国内进行兜售。

北京一家跨境电商平台创业

公司负责人祝雨隆告诉记者，《电

商法》 的出台对于比较散乱的个

人代购是一记重拳，但这也会推动

整个行业规范发展。

“目前大部分的代购都属于

电子商务经营者，且没有进行工商

登记，属于无证经营。 ”祝雨隆说，

“消费者选择代购要么是国内无

法购买到相关产品，要么是国内购

买价格较高。如果代购选择直邮模

式，并且依法纳税，那优势将不复

存在。

“最近，我国调整了关税，一

些商品的零售价格也有了一定幅

度的下降。 ” 一家时尚品牌买手店

负责人琳达跟记者举例说， 拿 LV

的一条围巾来说，关税调整前代购

的差价在 1000-2000 元之间，关税

调整后差价缩小至千元以内，这样

国内购买的质量和售后优势就明

显了。

她告诉记者：“个人通过朋友

圈信息， 由朋友在海外进行代购，

个人和代购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

委托合同关系，不受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保护。 ” 不过，《电商

法》 首次明确了代购行业的合规

要求， 提高了该行业的经营成本，

当这些小型电商或代购者价格不

具备优势时，消费者会寻找更大型

的合规进口商采购所需商品，未来

小代购的洗牌在所难免。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近日全国首个

商品房现房销售试点项目龙华金茂府已亮

相深圳。

2016 年 6 月 2 日，深圳龙华出让当年

第一块商住用地（

A816-0060

地块），这也

是深圳首宗商品房现售试点地块， 一经上

市即引起市场关注。按照要求，该地块上建

设的商业、住宅等建筑物不能进行预售，必

须在竣工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才能以现

售形式对外销售。

彼时， 中国电建集团和金茂联合以

82.9亿元的高价拿下， 楼面价高达 56781

元，达到了当时周边二手房如潜龙曼海宁、

特发和平里等挂牌均价， 一举成为龙华最

贵的地块。 当时，业内人士预测，至少要卖

到 8.5-9万元才能赚钱。

目前项目周边二手房在售房源不少，

大多是 2010-2016 年间落成的次新盘，单

价区间在 5.6-7.3万元之间，其中 2013 年

龙华高价地块中海锦城， 紧邻着金茂府，9

月份的二手房成交均价是 6.7万元。

据悉，金茂项目预计 2018 年年底开放

营销中心，2019年现房入市。

深圳现房销售

试点楼盘亮相

需卖到 9 万 / 平方米才能回本

据《经济日报》报道 近期，江西、湖南

等地宣布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 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已有江西、湖南、

宁夏、重庆、内蒙古、青海、福建等地提高了

这一标准并逐步落实到位。同时，多地正在

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

据悉，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

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其中，

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确定标准并全额

支付给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88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70元的基础上增加 18元。

多地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

“海外代购满足‘通过互联网

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 提供服

务’‘经营’ 的要件，自然在《电商

法》监管范围内。 ” 上海亿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对记者表示，

《电商法》的出台意味着个人代购

的时代即将终结，未来代购市场将

只剩企业运营主体。朋友圈从相对

私人的圈发展到商业化，界限逐渐

模糊。监管范围更多要从交易的实

质角度出发，着力对其行为进行规

范。 “对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认

定，重点是在于其行为是否会被认

定为经营活动，这需要参考盈利数

额、活动次数、时间长短等进行考

虑。 ”

“在纳税方面，我们这种注册

经营性电商企业的经营数据是与

税收部门、工商部门共享的，消费

者在购买的时候是需要支付税费

的。而个人代购由于难以执行和落

实，很难执行税收相关规定，他们

钻了这个空子，涉嫌逃税。 ” 奢侈

品跨境电商创业人王帆告诉记者。

王帆表示，目前，代购正在成

为一些国家品牌商在中国市场扩

张的新渠道。这种分销渠道不需要

品牌商自己建立分销网络或本地

仓库， 且个人代购不需要上税，所

以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销售渠

道。“但是《电商法》实施之后，这

种情况可能会有所转变，增加的税

收最终会让代购商品的价格上涨，

导致失去价格优势。 ”

据《工人日报》

个人代购有点慌

1

代购优势将不复存在

2

代购时代即将终结

3

自称“微信”给你发的短信别信

警方提醒：

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稳市场” 建议———

刘士余：股市“春天已经不远了”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证监

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 14 日赴

中信建投证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营业部调研，召开投资者座谈会，

听取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稳定的意见建议。

与会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提

出了包括提升股市战略地位、

完善交易制度等基础性制度、

减税让利支持私募基金发展、

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等十大建

议。 刘士余表示，监管措施将同

稳信心、提振信心有机结合，资

本市场改革将 “成熟一项，推

出一项” 。

证监会官方网站当日晚间发

布了这一消息。据悉，参加此次座

谈会的私募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代

表共 15 人，会上他们从多个角度

分析了今年以来

A

股市场下行幅

度与压力偏大的基本原因， 认为

当前最重要的是以深化改革、扩

大对内对外开放为主线来提振市

场信心。

与会投资者提出了十大建

议， 具体包括： 提升股市战略地

位，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

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包括

交易制度在内的基础性制度，减

税让利支持私募基金发展， 引导

长期投资行为，培育机构投资者，

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宏观管理和

监管部门及市场投资者均应强化

逆周期意识。

刘士余在会上说：“证监

会历来高度重视来自市场一线

的声音， 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

对于丰富完善资本市场深化改

革 开 放 一 揽 子 方 案 很 有 价

值。 ”

在现场， 刘士余频频与投

资者互动， 表示会将有关建议

纳入到即将推出的政策中，丰

富完善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

放一揽子方案” 。 刘士余还表

示， 现在股市的感觉像是在冬

天，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也

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