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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贸

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

要》）文件中，党中央提出以数字

化转型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立足

《纲要》指示，国务院于 2020年 11

月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发展跨

境电商业态为中心助力数字中国

建设。据中国经济网数据，2020年

中国跨境电商贸易额即使在新冠

疫情冲击下仍强势增长 31.1%，总

值高达 1.69万亿元，是稳外贸中

坚力量。深层次而言，疫情催化商

业行为习惯快速改变，致使经济业

态的数字化进程加快。这种改变

借由消费端影响生产端，通过推

动数字中国发展进程，重塑整体

跨境电商生态。此情形下，鉴于中

韩两国相邻的地理优势，双方跨境

电商合作呈现出稳中向好态势。

但以往中韩跨境电商频次多、数

量小的合作方式，极大限制了双方

合作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由此，基于数字中国战略发展形

势，立足中韩跨境电商合作优势及

所存挑战给出可供借鉴的应对策

略，希望能够助力双方通力合作

共建贸易新业态。

一、数字中国视域下中韩

跨境电商合作的优势

（一）“云签约”成为主流签约

形式

因全球性新冠疫情影响，国家

及国际方面为防控疫情、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将传统面对面式招商引

资工作转变为屏对屏的云签约形

式。对于中韩跨境电商而言，“云

签约”也成为双方主流合同签订

形式。2020年 5月，南京市商务局

基于数字中国战略，以消费、经

济、业态、机遇“四新”为主题，与

韩国江原道政府联合举办中韩跨

境电商合作线上云签约仪式。本

次“四新”云签约的顺利签署，标

志中韩跨境电商合作得到进一步

拓展。同年 9月，韩国江原道政府

再次与南昌市商务局举行云签约

仪式。此次云签约合作协议以强

化中韩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为目

标，旨在夯实双边合作基础。2021

年 1月，中韩青年跨境电商战略合

作云签约如期举行。此次签约以

促进中韩青年跨境电商合作为主

旨，为实现中韩跨境电商企业互利

共赢缔造桥梁。

（二）物流集聚效应初步形成

2020年 9月，中韩跨境电商

大会提出，推进威海—仁川“四港

联动”物流一体化建设理念，共商

共建中韩跨境电商数字化产业生

态链。此战略推进下，威海和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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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独特区位特点以及海空运输

航线密集优势，成为中韩跨境电

商合作主要转口城市。据金台资

讯称，截至 2021年 4月底，威海到

韩国仁川、釜山、群山、平泽等重

要港口的海航线路已达 9条，每周

往返韩国的客货集装箱达到 22

个。其中，2021年 4月 15日，顺丰

国际与威海方面开通首条中韩海

运电商专线，意味中韩跨境电商

双向直航式物流服务进一步畅

通。中韩跨境电商“夕发朝至、运

力稳定、空运速度、海运价格”得

到切实落实。不仅如此，韩国仁川

还与青岛大港建有中韩高速海运

运输路线。针对中韩跨境电商，仁

川与青岛大港海关联合推出便捷

通关系统，方便跨境电商产品能

够迅速借助各快捷运输路线，送

抵彼此消费者手中。据悉，借此电

商通道，中韩跨境电商于运费方面

相较此前可减少 30%。可见，威

海—仁川作为中韩跨境电商的

“出海口”，已然初步形成了物流

集聚性效应。

（三）数字清关运输通道运行

顺畅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逐步深入，

数字清关成为跨境电商重要方

式。借此时机，数字标准化工具被

大力应用到跨境电商数字清关通

道建设中。例如，2020 年 9 月 15

日，中韩两国地方政府主导进行

了数字标准化工具下的首单电商

合作 9610直购商品数字清关闭环

运作测试。本次测试的具体流程

如下，首先，中国山东国汇国际供

应链公司直接对接韩国 Dr.Jart+

蒂佳婷品牌商。其次，Dr.Jart+蒂

佳婷品牌商依据订单信息将货物

以韩国仁川港口为始发点，配送

至中国港口。再次，中国港口接收

货物后，以陆运转关方式送达泰安

陆港海关。最后，港口海关对该批

货物进行实货验放。此次清关测

试中，从消费者跨境下单，到供货

商海外出库、分拣、打包，再到海

外报关、运输、转关、清关、配送，

最后至消费者验收的整个过程，

用时仅为 6-7天。这意味中韩跨境

电商数字化通关闭环运作正式形

成。据悉，借此数字通关通道，超 9

成的中韩跨境电商产品可在一周

左右实现正常送达，极大顺畅了

中韩跨境电商的运输通道。

（四）关税减免优惠力度显著

增加

数字中国战略推动下，相关数

字化设施的持续完善促使中韩自

贸协定项目生效日期不断提前。

借此机遇，中韩跨境电商合作趁

势发展，在关税减免优惠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据中国新闻网数据

显示，截至 2020年末，中韩关税消

减措施累计施行 7次。其中，中国

进口韩国产品的关税减让额达

127.2亿元。不仅如此，如若跨境

电商相关数字化建设运行顺利，

最多在 2035年，中韩将实现零关

税覆盖范围超 9成税目产品的最

终目标。例如，中韩自贸协定生效

以来，深圳凭借跨境电商重要聚集

区优势，惠享产品范围持续扩大；

再加上数字基建设施进一步完

善，促使相关电商企业对关税优

惠措施的利用程度稳步上升。据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经深圳关区

进口的跨境电商惠享产品由 2015

年 180个 8位税号，增至 2020年

285个 8位税号；进口的跨境电商

惠享产品由 2015年 453个 6位税

号，增至 2020年的 1497个 6位税

号，提升幅度较大，侧面证明中韩

跨境电商关税减免优惠力度的增

加。

二、数字中国视域下中韩

跨境电商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中韩跨境电商产品出口

结构失衡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持续推

动，中韩跨境电商合作程度日益

加深。然而，受限于中韩两国产业

优势差异，双方跨境电商合作凸显

出产品结构失衡问题。就中国跨

境电商而言，对韩出口产品多集

中于食品、小家电以及户外运动

用品领域。据国别报告网数据显

示，2018-2020年，上述产品比例

在中韩跨境电商出口中平均占比

高达 90.81%。其中，小家电类等机

电产品就占到 61.80%。可见，除上

述产品外，中国其他领域的跨境电

商产品对韩吸引力极为有限。就

韩国跨境电商而言，其出口中国

的产品主要聚焦于化妆品、电子

信息以及高新技术领域。据悉，于

中国跨境电商进口总额来看，韩国

上述产品分别占到 37.3%、31.4%、

24.7%的份额。基于数字中国战

略，中韩跨境电商作为重要部署内

容，如何进一步平衡双方合作结构

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

（二）中韩跨境电商网络账户

存在关联风险

2021年 4月，亚马逊物流团

队渠道经理姜莉莉表示，基于数

字中国战略机遇，目前有 65%的国

际电商货物经中国进行跨境运

输。换言之，对于中韩双方的跨境

电商企业，亚马逊平台已然成为出

口的首选渠道。但事实上，受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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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差

异，亚马逊平台会通过关联因素匹

配判断网络 IP关联程度，而这极

易凸显关联风险问题。第一，账户

关联风险。亚马逊平台以一人一

个卖家注册账户为标准，对卖家

后台操作记录进行判断。若经关

联因素匹配后判定此人同时运营

多个账户，则认定此类账户存在

关联关系。据悉，2020年因该判定

标准影响，中韩跨境电商企业有超

过 15%的账户被进行封号处理。第

二，同站点关联风险。亚马逊平台

在分析同一站点店铺产品信息时，

若发现该店铺存在交叉售卖同类

产品情况，则判定为存在同站点

关联关系，会责令此账户删除全

部产品页面。另外，同一站点的产

品不同且产品页面无重叠的店铺，

若被认定为存在关联关系，也会存

在被列入亚马逊黑名单的风险。

受此关联评判标准影响，仅 2021

年 4月就有上百家中韩跨境电商

卖家的产品页面出现被冻结现象。

（三）中韩跨境支付后端应用

场景对接不足

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支付方

式、支付系统不同，中韩跨境电商

合作过程中常因后端支付应用场

景对接不足问题，影响双方合作。

就支付方式而言，目前韩国以现

金、银联卡、信用卡与 POS刷卡方

式为主的支付结算方式占到 90%；

而中国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推动下

已基本进入移动支付阶段。韩国

科学技术院李京相教授表示，相

比以移动支付为主流的中国跨境

支付市场，韩国数字资产使用有

限，为双方跨境支付对接造成困

扰。就支付系统而言，中国用于跨

境电商出口支付的系统高达 6个，

涵盖境内外支付、跨境支付、跨行

清算等系统；韩国跨境电商出口

仅有大额支付、结算 2个支付系

统。据悉，因中韩跨境支付系统存

在差异，跨境贸易电汇到账周期通

常会延迟 2-5天。支付系统数量方

面的差异，导致中韩跨境电商出现

效率差，衍生出双方跨境支付应用

场景对接不畅问题。总结来看，新

经济背景下，中韩两国在支付方式

和支付系统等后端应用场景上的

差异，导致双方跨境电商合作深

度迟迟难以推进。

（四）中韩跨境新监管模式存

在适应性问题

2020年 6月，海关总署立足

数字中国战略部署，以优化跨境

电商数字业态为主旨发布第 75号

公告，决定对跨境电商增设以

9710（企业对企业直接出口）与

9810（海外仓出口）为名的海关监

管代码。事实上，就以往中韩跨境

合作的电商而言，大部分规模小、

订单量少，通常将散货（非整柜货

品） 发至韩国知名电商平台

Coupang 或中国天猫国际等对应

仓库。此条件下，多数中韩电商企

业依然沿用此前 9610（集货模

式）、1210（备货模式）“卖一件清关

一件”的监管模式。而跨境电商

9710 和 9810 新监管模式流程规

范、数据准确、结构优化的优势因

数字技术应用性不足，难以体现。

细致来说，新监管模式推行一次

登记、优先查验、便利通关、退货

底账的创新性数字化管理方式。

但此模式对于目前中韩跨境电商

单独打包、逐贴面单的出口形式

并不具备强操作性与便利性，反

而可能因一次登记存在的申报误

差导致通关时长延长一倍不止。

据专业电商调解平台“电诉宝”数

据显示，2020 年后半年试行的新

监管模式导致中韩电商类货物运

输与以往相比平均延期 1倍。显而

易见，对于以小批量货物合作为主

的中韩跨境电商来说，9710、9810

新型数字化监管模式还需要寻找

更加适宜的通关方式。

三、应对策略

（一）落实中韩“数字共同体”

新交易理念

数字中国发展趋势下，跨境电

商的跨国性与动态性特征要求中

韩加大数字战略协商对话力度，

落实“数字共同体”新交易理念，

缓解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一方面，

落实中韩数字经济共同体，丰富双

方跨境电商合作业态。中韩应紧

握“文化交流年”发展机遇，以数

字革命为落脚点，积极促进双方

数字经济战略磋商，打造多样化跨

境电商贸易业态。在此基础上，中

方还应以“十四五规划”对接韩国

“数字新政”，强化双方 5G基站建

设、云技术、区块链等领域合作，

优化数字经济合作环境。另一方

面，构建中韩数字贸易共同体，优

化双方跨境电商贸易合作结构。

数字中国战略下，智能化、数字化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针对于此，中

韩应正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

势，切实评估数字技术驱动效应，

并构建双方数字贸易共同体。具

体而言，中韩政府可立足跨境电商

数字交易市场，从网络高新技术特

点及应用角度出发，以双方数字贸

易共同体建设为主导，深度对接全

球化数字贸易体系。以投资、规

划、生产、包装、销售以及售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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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环节为核心，运用数字高新技

术强化双方跨境电商合作，促进贸

易结构平衡发展。

（二）启动中韩“账号环境包”

防关联模式

2021年，候鸟浏览器以“候鸟

环境包”登录开发为依托，以反指

纹防护技术实现多账户登录，成

为账号防关联领域的领军者。受

此启发，中韩跨境电商可启动“账

号环境包”，通过打造虚拟账号环

境，切实防范账号关联风险。第

一，安装防关联软件，打造账号安

全环境。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防

关联软件已然成为应对跨境电商

平台关联风险的重要方式，被众多

研发实践领域所关注。中韩跨境电

商企业需以防关联软件为依托，借

助其包含的“面具”指纹、虚拟“孤

岛”、云端同步等数字技术，打造账

号安全环境，有效防止账号关联风

险。第二，购买固定公网 IP，打造账

号独立环境。随着数字中国发展进

程逐步推进以及网络运营商深度

发力，跨境电商网络环境得以优

化。中韩跨境电商可借此机遇，以

一个账号、一台电脑、一条网线的

“3个 1”理念购买固定 IP，通过保

证店铺间独立环境，实现账号关联

风险的有效预防。第三，采用虚拟

主机，打造账号云端环境。中韩跨

境电商企业可借助虚拟云主机的

同步操作多台电脑优势，在降低操

作流程繁琐度基础上，有效降低账

号关联风险。

（三）探索中韩“数字货币桥”

新应用场景

基于数字中国新视域，为探索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应用场景，中国

央行研究院于 2021年 2月以多边

“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建设为主

题，联合阿拉伯央行、中国香港金

融管理局与泰国央行展开研究。

于此形势下，中国亦可积极寻求

与韩央行的合作，加快“数字货币

桥”应用场景深入中韩跨境电商

支付后端。首先，开发数字货币计

价功能。中韩央行可在数字货币

体制内建立二者法定货币直接汇

率询价机制，使双方跨境电商合

作中的数字货币在储备功能基础

上增加计价功能。由此，进一步以

数字货币的计价功能构建中韩数

字化跨境结算体系。其次，打造数

字货币支付平台。中韩央行可基

于开发的数字货币，以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为基础，以货币的供给、

兑换、结算、回收等支付流程为核

心，借助数字化跨境结算体系打

造双方数字支付平台。中韩跨境

电商可充分借助央行成立的数字

货币支付平台，以多样化货币兑换

需求为保障，以跨境电商全球化业

务为侧重点，开发跨境支付应用场

景。最后，扩大数字货币应用群

体。中韩央行应解除银行账户绑

定限制，以银行账户与数字货币

松耦合为根本原则，以实现普惠

金融为宗旨，以便利性优势扩大双

方数字货币应用群体。

（四）纳入“散货 + 一体化报

关”新监管试点

针对中韩跨境电商散货式合

作以及 9710、9810 新监管模式特

点，海关方面可立足《关于开展跨

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

试点的公告》，顺应数字中国战略

发展趋势，积极将“散货 +一体化

报关”纳入流程试点。具体来说，

一是变“整柜出运”为“散货拼

柜”。就中韩跨境电商货物频次

多、数量少的特质，可采用散货拼

柜方式。即跨境货物到达相应口

岸后可与其他同目的地货物组拼

为一个集装箱，实现大批量的一次

性登记。二是简化申报流程。中韩

海关单位可采用线上订舱单或传

输订票方式，以“两步申报”为指

导，通过全流程网络化简化双方跨

境电商企业的申报手续。不仅如

此，中韩海关在线申报平台还可开

通异地化报关服务。换言之，跨境

货物下单之时起，相应企业便可借

助该平台异地操作相关货物信息

的填写与申报，完成数据的及早报

送，根本上解决传统报关时效性差

的问题。三是一体化报关。中韩跨

境电商通过提前在属地海关申报，

继而根据上述申报平台自主选择

在申报地或实际货物离境地进行

相应手续办理，避免频繁的转关手

续与迂回式运输，提高物流时效、

降低跨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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