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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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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个人代购有点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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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国求学的刘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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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质量问题维权难

笔者在调查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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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名私人代购处买了一件
奢侈品，出现了很严重的质量问
题。和代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拉锯
扯皮后，我放弃了维权。”北京白领
陈鸣告诉笔者，海外代购因其私人
买卖的特性，容易出现消费陷阱。

“有卖家通过买国际快递单号、运空
箱甚至让国内商品上国外兜一圈，
以增加可信度。除了卖家，没人知

道自己买到的到底是不是真货。许
多买家都跟我一样因为取证鉴别
难、耗时长而放弃维权。”

北京一家跨境电商平台创业公
司负责人祝雨隆告诉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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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法律空子涉嫌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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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智对笔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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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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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影）

随着《电子商务法》即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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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9月生产安全事故同比下降
本报讯（李卓然）10 月 16 日，

笔者从陕西省安监局了解到，自 8
月下旬起，陕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
集中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整治了
一批安全生产领域问题突出的非
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了各类事
故的发生。截至 9 月底，陕西省
集中执法行动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254615 起，关闭企业 200 家，取缔
企业 219 家；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62684 起，移送司法机关 57 人，罚

款3826.63万元。
各市（区）、各有关部门通过采

取突击执法、联合执法、交叉执法
等形式，集中打击了一批安全生
产领域问题突出的非法违规行
为。其中，西安市共拆除不符合
安全条件的小企业 600多户。

另据统计，今年9月份，陕西省共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1起，死亡
49人，同比分别下降19.8%和19.7%，
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本报讯（通讯员 汤少

林）今年，陕西省水务集团
在山阳县实施精准扶贫、产
业扶贫，投入 1900 万元，助
力山阳县脱贫攻坚。

按照省扶贫工作统一
部署，今年 5 月以来，陕西
省水务集团在山阳县伍竹
园社区开展“两联一包”扶
贫工作，拨付资金 95.4 万
元，实施了多个扶贫项目。

伍竹园社区是山阳县
确定的年内脱贫摘帽退出
村。集团出资 60 万元在伍
竹园社区实施的 80 千伏光
伏发电已经在 7 月份并网
发电，增加贫困户收入，夯
实社区集体经济实力，确
保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 万元以上。他们对有劳
动意向的 3 名劳力进行就
业帮扶，签订劳务用工合
同，他们在缴纳五险一金
后，月收入 2500 元。

9 月 18 日，陕西水务集
团对社区贫困家庭考上高
中和大学的 5 名新生分别
资助 4000 元与 5000 元；对
伍竹园小学资助 2 万元，
为全日制寄宿学校性质的
伍竹园小学 17 名教师购
置席梦思床，改善教师们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且
在伍竹园小学开展“互联
网+教育”智力扶贫进校园
活动，向学校捐赠数字教
育资源（英语），免费安装
和使用移动宽带及设备，
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

陕西水务集团紧盯社
区的难事、要紧事，对社区危房改造超
出政策资金补偿部分补助 9万元；出资
12 万元购置家具，免费向社区 51 户贫
困户家庭发放；出资 3.4万元，在居民安
置点和社区卫生室附近修建公厕；购置
700米供水管道，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
社区群众。社区有 6 户 19 人无法在今
年的收入上脱贫，集团出资 6.5万元，作
为他们的股金入股到村集体经济光伏
产业，实现年底人均分红3000元以上。

山阳县漫川关镇是国家级重点镇、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 30多
万人。陕西水务集团投资 1798 万元，
将漫川关镇供水工程作为产业扶贫项
目。今年 8月，漫川关镇供水工程已经
正式开工。将为千年古镇涅槃重生注
入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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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志贵
陈婧）10月17日，秋风送爽、艳
阳高照。在第 5个全国扶贫日
来临之际，紫阳县在县城紫阳
广场及全县 17 个乡镇开展以

“就业扶贫、帮困脱贫”为主题，
向贫困劳动力送政策、送信息、
送服务、送岗位、助脱贫等盛况
空前的“就业扶贫行动日”系列
活动。本次活动形成以县城紫
阳广场为中心、17个乡镇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为主体、200多行
政村组（社区）包联干部、就业
扶贫协管员为骨干的 1000 人
就业扶贫大会战。集中开展政
策宣讲、求职登记、上门送岗、
专场招聘等活动，促进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县人社局在县城紫阳广场
举办“紫阳县‘就业扶贫日’政
策宣传暨劳务招聘会”，为贫
困劳动力提供政策宣传、就业
咨询、求职登记、技能培训、补
贴受理、岗位信息发布等服

务。通过推送就业扶贫政策
及用工岗位信息短信、县城广
场大屏滚动显示、县电视台播
放《技能脱贫专题片》、印发
《就业扶贫政策明白卡》等方
式，集中开展多层次、多渠道、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与此
同时，形成以蒿坪、红椿、高
滩、麻柳、高桥 5条线路为骨干
主体、其他各乡镇遥相呼应的
强大阵容，宣传就业扶贫政
策、提供技能培训和企业用工
招聘信息，帮助各类用人单位
和贫困群众了解运用就业扶
贫政策，落实兑现各类就业扶
贫补贴并集中举行“就业扶贫
补贴资金发放仪式”。全县 17
个乡镇社保站主动与辖区内
新社区工厂、就业扶贫基地进
行对接，协助企业做好用工招
聘，对近期招用的贫困劳动
力，在活动期间并举办上岗仪
式，引导鼓励各类企业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紫阳千人会战“扶贫日”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10月 17日是“国
家扶贫日”，国网陕西电力公司举行发布会，
该公司工会主席衣立东向媒体发布了该公
司的扶贫报告书：自 2017年以来他们累计投
资 12亿元实施贫困村电网建设，帮 28 个县
区 34个帮扶村建成 37个产业项目。

自去年以来，国网陕西电力公司认真
领会党中央扶贫要求，坚持把脱贫攻坚摆
在头等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系
统谋划、主动担当，把国企的专业优势与脱
贫攻坚的历史担当有机融合，以实际行动
践行央企责任。

该公司成立了由董事长担任组长的扶
贫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班子每位成员分别对
口联系 1 个贫困县（区）。建立跨专业合力
攻坚责任体系，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
落实“国网阳光扶贫行动”部署，编制陕西公
司供电区域涉及贫困区县（革命老区）电网
建设 2018-2020 年滚动计划、深度贫困地区
电网建设 2018-2020年专项规划。发挥电网

自身优势，加大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力度，保
障帮扶项目落地，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支持贫困地区光伏等新能源开发，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带动贫困地区农业
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去年以来，他们实施贫困村电网建设改
造、村村通动力电、井井通电、小城镇（中心
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建设，全力保障光伏
扶贫电站接网，累计投资 12.32 亿元，完成
直供直管区域内“电力入户率”指标达到
100%目标。该公司加快贫困地区农网升级
改造。全面完成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两年攻
坚战建设任务，2017 年完成 727 眼机井通
电、535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和
857 个自然村通动力电，2018 年投资 5.83 亿
元，计划完成 824 个村动力电提升工程，其
中,2018年脱贫退出贫困村动力电提升工程
项目 56 个，投资 2838.69 万元，大幅提升农
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的供电能力，确保
农业灌溉、农村家庭产业、新农村建设等用

电需求，对贫困县 10 千伏及以下报装容量
全开放，对客户申请无条件受理，免审批直
接答复供电方案，支撑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需求。

为保障贫困地区扶贫项目落地，陕西公
司完成 90 个移民搬迁项目电力配套投资
2544万元，15个招商引资项目电力配套投资
780万元，51个专项扶贫项目电力配套投资
2361.15 万元，确保贫困地区各类项目按期
投产见效，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该公司密切跟踪供电区域内光伏扶贫项目
建设，确保光伏扶贫项目及时并网发电，尽
早收益。累计投资 5324.54 万元，完成国家
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 2016年、2017年下达
的“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接网工程
建设，投产上网容量177.63兆瓦。

该公司累计投入 2585.98 万元，在 28 个
县区的 34个定点帮扶村建成 37个可持续的
村级产业项目，实施 41 个农村公共设施改
造、教育助学等综合扶持项目，为贫困户提

供稳定收入来源。依托微店、淘宝、京东等、
国网电商平台大力推广贫困村产业项目农
特产品，发动各级单位职工参与扶贫产业项
目农特产品爱心订购活动，合计购买 240余
万元的农特产品。

该公司根据贫困村实际需求精准选派
综合素质高、责任心强的驻村干部，因村因
户因人施策，不断强化驻村联户精准扶贫工
作的前沿阵地。2017 年以来累计派出 2 任
挂职副县长，145名驻村干部，驻村期间始终
坚持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切实为贫
困户做好事、谋福利，已发展成为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脱贫攻坚“突击队”。

该公司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得到了
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6月 13日，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国中批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发挥优势，主动尽责，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为全省做出了贡献。7月 9日，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长兴批示宣传推
广他们的好经验。

近日，留
坝县首个光
伏发电项目
江口镇江口
村 集 体产业
300千瓦光伏
发电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该
项目总投资
250 万元，采
取股份合作模
式，政府投资
200万元，企业
投资50万元。
建成投产后，
将给村集体
经济带来不
少于政府投
资总额10%的
收入，实现全村
314户农户每
年稳定增收。

刘继海
陈耀芊 摄

西安多部门严查违规出租车司机
本报讯（姬娜 郭珂 杨若林）

17 日起，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联合多部门在全市 28 个重点区
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查处一批
典型案件，吊销一批违规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并建立“黑名单”。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为重
点监管驾驶员或车辆：出现拒
载、绕道、不使用计价器、计价器
私接“小马达”、私接 GPS 开关、
擅自使用打票机、“倒卖”乘客等

严重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期间
市场违规或有效投诉 2 次以上
的；拒绝、阻碍执法检查或威胁、
恐吓、辱骂执法人员的；将出租
汽车交由无从业资格证人员营运
的；车辆被发现在重点区域违规
留滞 3 次以上的；因服务违规被
媒体曝光或违规行为被上级领
导批示的；其他因服务违规而产
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广大乘客
遇到以上行为可以投诉。

察

生

活
观

10 月 16 日下午，洛南县永丰镇敬老院开展
欢度重阳节活动。活动中永丰镇艺术幼儿园小
朋友带来节目并给老人们捶背、揉肩，践行尊老
敬老爱老的孝德文化。 姚渤潮 李丽君 摄

10 月 17 日，一场中式老年集体“婚礼”在西
安普天小区隆重举行。4 对年过八旬的金婚夫
妇参加了这次中式“婚礼”，重温甜蜜时刻。

王忠义 摄

10 月 17 日，陕建六建集团在满庭芳家属院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妙趣横生的趣味运动
会，广大离退休职工欢聚一堂，积极参与到各项活
动中，共庆重阳佳节。 吴勋义 摄

重阳节前夕，咸阳市国有资产综合经营公
司举办重阳节文艺晚会，与社区离退休职工一
起欢度重阳佳节。图为企业舞蹈队表演节目

《欢乐颂》。 张辛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