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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调查 广告 Investigation

电商补税动真格 刷单卖家“有点慌”
大数据监管有望成行业自查自纠着力点

导报讯 日前，国网山

东电科院承担监造的郑州市

区圃田(心怡)220千伏输变电

工程110千伏组合电器完成出

厂试验。

本次出厂试验验收工作

所做的试验项目，试验结果

均符合各项技术要求，所用

试验设备完好并在有效期之

内，参与操作的人员均持证

上岗。试验完成后，该院监

造师将持续跟踪见证组合电

器在制情况，保证监造工作

顺利开展，确保高品质监造

产品质量。(赵荣飞 武海晶)

国网山东电科院：

完成郑州圃田工程组合电器出厂试验见证

明湖畔，收藏一家人的美好生活

家，从来不仅仅是一处房子，更

是一段舒适温馨的生活。在金地·湖

城风华，建面约125㎡舒适三居，尽

揽双湖栖居的惬意，收藏一家人的美

好生活。

每天唤醒你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清

晨的那抹阳光，双南卧观景飘窗，35厘

米起高的特别设计，卧室内部更具开阔

感，增加实际使用面积与生活情趣，衔

接窗外自然风光，直面满园盛景，每天

清晨拉开窗帘，让阳光进入家里，与这

座城市一同醒来。

每天的晨练，从双湖一河的波光

水色开始，与百亿景区云锦湖一路之

隔，距小清河健身绿道仅约600米，邻

大明湖约1 . 8公里，沿湖河慢跑，呼吸

纯净的氧离子，让草尖的露珠打湿鞋

子，在自然中拥抱美好的清晨时光。

高效双卫设计，让晨间洗漱从容

有序，多一室卫生间的设计，向一家

人争抢卫生间的过去说再见，让全家

的早晨清爽从容。主卧独立卫生间，

充分保护主人私密性，免却生活起居

琐碎。

品茗赏景的惬意，让生活宽度在

此延伸，270°宽景阳台，专属私人花

园茶室，或邀请朋友午后小坐，或独自

享受岁月静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品味

返璞归真的生活乐趣。

一起做饭的居家生活，让爱化为

烟火气的每一天。厨房是生活最本初

的样子，一间吵吵闹闹的厨房，唤醒家

的温度和生活的乐趣，U型厨房设计，

支持多人同时操作，尽情享受一家人做

饭的美好。

纵然工作匆忙，也要留出空间让自

己成长，不管是家庭办公，还是静心阅

读，都需要一处独享空间，不打扰家人

也不受他人打扰，独立书房设计，留给

自己一间“黄金屋”，在一本好书中，遇

见更好的自己。

在清爽洁净的浴室，洗去一身疲惫，

睡前来一场舒适沐浴，更容易进入甜美

梦乡，双卫干湿分离设计，室内清爽又宽

敞，注重私密性的同时兼具舒适度，缔造

全家健康的洁净空间。

私享全能主卧，让居住更舒适，奢

华主卧套房，打造舒适私人领地，阔绰

的起居空间，让主人的奢华品位尽显，

步入式衣帽间，颜值与实力并存，充分

满足储物功能，衣物取用更加便利，一

切尽显幸福惬意。

主城未来，位于主城芯，距大明湖

最近的在售项目，直线距离仅1 . 8公里。

主城交通，双地铁房，距地铁R2(计

划年底通车)仅800米，紧邻R5(规划中)，

享4横4纵路网便捷交通。

全维配套，紧邻山大二院(三甲)、市

立一院(二甲)、历下二院、省立三院、胸

科医院等知名医疗资源，涵盖北园、泉

城路、泺口、万达、全福、洪楼六大商圈。

生态宜居，大明湖、北湖、小清河、

东洛河、中洛河，两湖三河环抱；大明湖

公园、小清河景观带、云锦湖、五柳岛风

景区、张养浩公园多重公园，静享稀缺

生态环境。

高端产品，风华系高端产品，以

“五重礼序”、“七大主题”营造归家

仪式感；以四 大 智 能系统 ，享受高

奢生活：5 重尊享系统、4 重低噪系

统、2重舒适系统、8重智能系统。

实力保障，金地集团为中国四大品

牌开发商之一；金地物业为行业标

杆、“物管双骄”，品牌价值50 . 1亿

元，位居全国第二。

金地·湖城风华，探析每一个生活

细节，精研每一寸居住空间，于明湖

畔打造以人为本的湖居理想家———

125㎡舒适三居，以恰到好处的空间

设计、合理的功能布局、完善醇熟

的城市配套，为老济南呈现一席品

质人居。

金地·湖城风华匠心精筑，打造舒

适宜居的城市主场，建面约97-149㎡

双湖华宅，火爆热销中，地址：济南

大明湖北，历黄路与水屯北路交叉

口，Vip Line 68881666。

济建预许2020187号

(张煦琦)

中行山东省分行
为山东青年企业家定制专属金融服务方案

近日，“融合、协作、发

展”——— 首期山东省青年企

业家协会学习交流营活动

在济南常青营地成功举办。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尚

胜波，省青企协会长、科达

集团董事长刘锋杰，副会

长、开创集团董事长周伯

虎，山东广电网络集团总经

理刘继永，省工信厅、人民

银行济南分行、省银保监局

相关职能处室负责同志出

席活动。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团委作为本次活动的协

办单位，带领省行普惠金

融事业部的业务专家赴活

动现场进行政策解读、产

品宣讲，为山东省青年企

业家现场定制专属金融服

务方案。

交流会上，各会员单位

逐一发言，介绍企业基本情

况、主营业务、困难问题以

及当下推进的重点项目，分

享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

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有效

做法、经验体会。

尚胜波对各家企业在

疫情下主动应变、创新转

型、抢抓机遇、谋求发展

的做法表示肯定，并希望

青年企业家充分利用省青

企协平台，及时了解政府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中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

施，勇担新时代青年企业

家 责 任 担 当 ， 积 极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帮 助更

多 大 学 生 解 决 就 业 难

题 ， 全 力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高质量发展。

专题培训会上，中行

山东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

部业务专家详细介绍了该

行的普惠金融授信政策及

产品。根据省青企协会员

单位轻资产、高成长的特

点，该行对产品的准入标

准、贷款利率、期限进行

了针对性的优化和明确，

并推出了“人才贷”“税

易贷”“科技成果转化贷

款”“结算通宝”等信用

类授信产品，缓解了此类

企业因抵押物不足导致的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洽谈阶段，该行普惠

金融事业部业务人员同部

分省青企协会员企业进行

了“一对一”对接，解答企业

在银行授信业务中存在的

问题，结合企业自身情况量

身打造金融服务方案，为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经营发

展、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

精准化的金融支持。

今年以来，该行不断

深化与团省委的合作，在

加强青年思想引领、支援疫

情防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等方面，先后联合举办“学

习寄语精神，展现青年担

当”事迹分享会，研究制定

助力省内青年企业家的企

业复工复产的普惠金融十

项措施，为济南战疫青年志

愿者赠送保障保险服务，积

极探索“青年+金融”的合作

新模式。

未来，中行山东省分行

团委将继续协助团省委开

展好省青企协会员交流营

系列活动，实现对省青企

协516家企业的全覆盖。活

动将聚焦疫情影响下企业

面临的经营困难和融资需

求解决，发挥中国银行国

际化、专业化、多元化优

势，为会员单位经营发展

赋能服务。 （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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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巨大的背后，是

局外人的疯狂入局；而给

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小

龙虾越来越“脏”。

据张保彦分析，部分

地区的小龙虾之所以有些

“脏”，主要是水质原

因，“还有就是过分追

求高密度养殖，结果饵

料利用效率不高，并加剧

污染。”

仓促上马、追求高密

度养殖自然是为产量，结

果虾是越来越“小”，

“一些养殖户频频缩短饲

养周期、一年三茬，养出

的小龙虾个头自然大不

了。”他表示。

然而，高密度养殖却

有个“一俊遮百丑”的优

势：“亩产高!每亩产量超

过600斤，年景好的时候，

自然是产量越高收益越

大。”张保彦表示。

据了解，在2018年年

底，2-4钱的小龙虾产地批

发价高达每斤32元，按亩

产600斤计算，每亩产值高

达1 . 9万元。

于是随着行业的迅速

发展，目前2-4钱的低端

小龙虾，市场占有率达到

了60%。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

不小的隐患。

养小龙虾
心态要放平

作为土生土长的微山

县人，闫宾从小就跟鱼虾

打交道，在他看来，2-4

钱的小龙虾“没劲”，

“消费者也不爱吃这么小

的虾。”

根据他的说法，微山

湖周边限制工业发展，水

质非常适合养殖水产，养

殖小龙虾也就没有必要靠

缩短养殖周期、加速虾苗

出塘等手段，来降低疾病

发生的概率。

现在，闫宾养殖小龙

虾的水体有36亩，日常管

理只需要投饵，每年3、4

月份和10月份各补一次虾

苗，补苗后3个月后即可开

始出塘，“我和媳妇两个

人 足 够 打 理 这 片 水 塘

的。”他表示。

每年养两茬、简单的

日常管理、3个月甚至更长

时间才出塘，这种模式被

张保彦总结为“中低产模

式”，“区别于亩产600斤

的‘高产模式’，‘中低

产模式’下每亩每年产虾

200斤左右，但却是抗风险

能力最强的养殖模式。”

在张保彦看来，“中

低产模式”有两个最大的

好处，“一是饲料利用

率高，省钱，还不会对

水体造成污染 ;二是不需

要 为 塘 增 加 额 外 的 设

施，也不需要聘用大量劳

动力养护。”

相对来说，单位面积

产值更高的“高产模式”，其

弊端也很明显，“主要就是

密集养殖和集中投饵，为保

高产造成大量的浪费，结果

就是每斤成虾的养殖成本，

远远高于‘中低产模式’。”他

表示。

在年景好的时候，凭

借3倍于“中低产模式”的

产能，“高产模式”大显

身手；“但到了2020年，

批发价跌破养殖成本价，

亩产越高，亏损反而更严

重。”张保彦表示。

“所以养小龙虾，最

重要的，是心态放平；不

要因为能挣大钱，而随

意改变养殖模式。”他

如是说。

周峰则认为，6月份以

来小龙虾的销量明显好

转，市场价格也是稳中有

升，“所以我感觉随着各

地复产复工，小龙虾的市

场需求会进一步提升，未

来 价 格 也 有 望 稳 中 有

升。”他这样说道。

微山湖小龙虾身价逆行记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近日，多家电商企业收到国家

税务总局下发的一条“风险自查提

示”，显示相关企业存在少计销售收

入的风险，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并

将自查结果通过电子税务局反馈。

电商纳税是大势所趋，此次

“风险自查”必然会带来“敲山震

虎”的效果。连日来，经济导报记

者走访了多家电商企业，不少运营

者表示，电商补税如何创立一种新

的监管模式，起到较好的监管效

果，且给予行业良性发展，是他们

关注的焦点。

商家忙着理清账目

“我们的线上店铺是企业店铺，

绑定的账户也是公司对公账户，所有

交易收入都有详单记录。”北京好再

来食品有限公司华北区负责人肖刚

表示，2018年电商平台成立，公司统

一利用对公账户收款。

“做电商的利润已经大不如

前，开一家天猫店的成本不低于实

体店，人员工资、平台佣金、推广费

用、快递费、仓库租金等，算一算真正

的利润并没有多少。”肖刚对经济导

报记者透露，有不少电商商家会利用

刷单方式，制造出成交额的“繁荣景

象”。新电商法出台后一直没有“动真

格”，不少“躲了躲风头”的电商卖家

慢慢又恢复了原形，刚过去的6 . 18就

有不少商家继续刷单，这已经成为行

业内“公开的秘密”。

日前，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几位

电商负责人和运营者，他们认为，刷

单虽然可以“图一时之快”，但后续却

是一件麻烦事。

“首先淘宝、京东等各个电商平

台对商家刷单会有校验规则，通过支

付记录进行比对，刷单的商家会受到

扣分或关店等处罚。其次，刷单并非

真实交易，但税务和平台信息却显示

了这些交易，商家就需要为自己这种

‘不存在’的交易纳税，这就是‘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有过6年电商运

营经验的彭翠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行

业内新店为了寻求曝光量和成交额

刷单，大型促销节日商家为了冲排行

榜刷单，直播间为了数据漂亮刷单，

但实际销售仅能支持商家微利运转，

并不像成交额那样光鲜。

据了解，目前，只是部分天猫商

家收到了补税通知，经济导报记者询

问山东多位淘宝店主，他们表示尚未

收到通知，但对补税一事感到有些担

心，正在积极理清账目。

电商不应成监管盲区

“就好比我拿100元投入淘宝店

铺，每个月回款110元，看似有10%的

利润，却需要投入到推广和运营中。

算起来，一个月做了210元的流水，最

终手里还是100元，如果要按照210元

的流水交税，那企业当真补不起。”25

日，济南市一家淘宝店铺负责人齐琪

给经济导报记者算了笔账。

她表示，如果一家企业少报了

100万的交易额，意味着企业如果不

考虑增值税进项，需要补交的增值

税税款就达13万，再加上100万销售

收入所产生的对应利润乘以25%为补

缴的企业所得税，如此一来企业至

少要缴纳15 . 5万元的税。

一位做农产品销售的淘宝店家

对经济导报记者抱怨，正常讲，一般

纳税人是可以用进项票抵扣一些的，

但他们打交道的都是农户，根本没法

开发票，就得完全按照售价来收取17%

的增值税，这确实让他们很为难。

27日，山东新鸿源财税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崔宇接受经济导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电商的税收问

题，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商法》

明确规定，税收的缴纳主体包括电商

平台内的经营者，只要通过电商渠道

进行交易，都需要缴纳税收。

“不能单凭商家的自行申报，

但自查自纠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过

渡办法。特别在国家已经对各行业

企业降税减负的情况下，电商渠道不

应该是征税的盲区。”崔宇认为，与其

他省份相比，山东的电商行业相对规

范，不少优质的电商企业还专门聘请

了专业的财税公司进行税务规划，

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风险。

大数据监管潜力大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电商发

展已相对普遍，再要求作为一种创

新行业来保护并不合理，但可以优

化的是监管方式。”中国消费电子

行业协会顾问王行之对经济导报记

者表示，目前他们协会也在积极与

相关职能部门对接，希望通过利用

大数据等新模式进行监管，让企业

真实、合理、公平纳税。

济南卓越信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CEO范瑶曾开发过大数据税务监

管的平台业务，他表示，当初他们受

到委托进行大数据监管平台开发时，

就利用了一种“倒推”的模式，打通了

所有会涉及的相关部门。

“在我们开发的平台上，多个职

能部门可共同登录，税务部门可以

将零售商家承认刷单的数据提供给

市场监督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可

以将商家刷单的事实通知电商平

台，由平台对商家按照刷单行为进

行处理。”范瑶说，他们的设计将现

有的征税体系与电商平台后台、监

管部门等多个数据进行对接，使交

易数据更加透明化、交易环境也得

到净化。

王行之表示，站在协会角度，

税务的介入势必加大电商的各项成

本，客观上对刷单行为有一定打

压。但是纳税起征点、有效交易的

评判标准和方式、部门之间的联动

监管都需要进行试点和改革，大数

据监管或将成为行业自查自纠的着

力点。

多位淘宝店主表示，

对补税一事感到有些担

心，正在积极理清账目

效效果果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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