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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牛排大龙虾 快快端上餐桌来
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澳洲高档进口美食将迎来亲民价

□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6月17日讯 继中韩自
贸协定签署之后，中国大陆自贸区
朋友圈再添新成员。17日，中澳自贸
协定正式签署。根据协定内容,大麦、
高粱等85 . 4%的澳洲进口商品将在
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另外
大家较为关注的婴儿配方奶粉、牛
肉、酒水等商品经过过渡期后，也将
实现零关税。澳大利亚的美食、美酒
将越来越多地端上市民餐桌。

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于2005年4
月启动，历时十年终于达成。中澳自
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
资等十几个领域，是我国与其他国
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
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

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
贸易额85 . 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
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
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
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
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
比将分别达到96 . 8%和97%。这大大
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降税水
平。

在服务领域，澳方承诺自协定
生效时，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
放服务部门，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
国以负面清单方式作出服务贸易承
诺的国家。中方则以正面清单方式
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此外，澳方还
在假日工作机制等方面对中方作出
专门安排。

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
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

同时将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降低审
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

澳洲美食将更加亲民

对于吃货来讲，澳洲的龙虾、牛
肉、葡萄酒等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
食。此次关税调整，这些商品均在降
税之列。这意味着这些高档食材酒
水，或将更多地端上百姓餐桌。

据了解，澳大利亚是我国葡萄
酒的第二大进口来源，澳大利亚葡
萄酒以中高档为主。不过，目前中国
对澳洲红酒征收14%-30%的关税，
相对较高。不过，经过5年过渡期之
后，这个关税将降为零。

一位从事澳大利亚商品代购的
市民王超（化名）介绍说，一瓶澳大
利亚价格约为30元人民币的葡萄
酒，进口到国内之后价格很可能达
到300元，运输以及税费占了很大的
成本，利润也很高。他表示，关税降
为零之后，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的
价格或将降低不少。

除了酒水以外，澳大利亚的生
鲜乳制品也被大量进口到国内。以
牛肉为例，澳大利亚是我国牛肉最
大 进 口 来 源 ，占 全 部 进 口 额 的
56 . 8%。在不少超市内，能看到澳洲
进口的牛肉，价格通常能达到四五
十元一斤，而精品牛排的价格更是
能接近百元。“澳洲精品牛排”也往
往是西餐厅菜单上价格较高的贵族
菜。目前牛肉的进口关税为12%到
25%，9年过渡期后也将降为零。

另外，2013年我国从澳大利亚
进口了220吨龙虾。澳大利亚更是橙
子和橙汁的第五大进口来源。而此
次，这些美食关税都将逐渐下降为
零。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周末跟天喜缘去旅游吧
特备“未来亲家席”，父母带孩子照片也可以参加

自本周二推出天喜缘相亲游的
活动信息之后，“周末大玩家”这一新
颖的亮点就引起了咱们济南“帅哥靓
女”们的高度关注，去哪玩、怎么玩、
和谁玩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为此
记者采访了咱们泉城第一红娘、天喜
缘负责人庞静女士。她说，“旅游+交
友”这种方式，得到了广大单身一族
的普遍认同，咨询电话几乎被打爆，
各种景点的推荐也层出不穷，甚至很
多大四在校的学生也强烈要求参加
派对活动。为了保证成功率，本次活
动男女各限报 30 人，且每一位参加
活动的朋友都将收到一份成员名单，
让大家提前有所准备。而天喜缘带队
的红娘老师也将迎来最忙碌的几天，

因为她们要熟记、了解每一位报名嘉
宾的个人情况，以便于途中为大家介
绍，也让参加活动的每位成员都有充
分选择的空间。

虽然只是在本周二做了一次活
动的报道，目前却已经有近二十个单
身朋友快速报上了名，应参与者的要
求，小编就把大家的简单资料公布出
来，也希望般配的单身读者积极地报
名同行！

活动报名电话：88340101(天喜
缘万达店)88346697(天喜缘圣凯店)

报名地址：1、泺源大街 29 号圣
凯财富广场三楼 346

2、经四路万达广场 A 座写字间
18B-1510

首届“周末大玩家”相亲游活动报名嘉宾资料
G8054 男，37 岁，1 . 76 米，公务员，

市中区两套婚房，金牛座，短婚。
详询：88346808
G9731 男，30 岁，1 .80 米，省级银行

在编，历下区婚房，白羊座，未婚。
详询：88346929
99931 男，30 岁，1 .83 米，国有银行

管理，历下婚房，父母退休，未婚，狮子
座。 详询：88342728

99778 男，1 . 83 米，31 岁，高校教
师，市中区婚房，金牛座，未婚。

详询：88341187
G8074 男，28 岁，1 .80 米，省级公务

员，历下区婚房，未婚，双鱼座。
详询：88340199

G99910 男，38 岁，1 . 84 米，广告公
司老板，历下区婚房，摩羯座，未婚。

详询：88340101
99911 男，26 岁，1 . 83 米，海归，金

融在编，历下区婚房，未婚，金牛座。
详询：88341187
99903 男，31 岁，1 .75 米，建设银行

行政管理，市中区婚房，未婚，金牛座。
详询：88341167
99312 男，40 岁，1 .76 米，房地产公

司法人代表，名车豪宅，天蝎座，离异孩
子归对方。 详询：88346808

A6256，女，26 岁，1 . 66 米，市级医
院医生，父母均为高校教师，独生女，未
婚，处女座。 详询：88346929

A6289 女，25 岁，1 . 60 米，事业单
位，父母企业退休，本市独生女，未婚，
射手座。 详询：88340199

99356 男，27 岁，1 . 82 米，金融管
理，市中区婚房，父亲公务员，母亲经
商，未婚，双鱼座。 详询：88341187

99935 男，28 岁，1 .82 米，外企金融
管理，市中区婚房，宝马车，父母经商，
未婚，金牛座。 详询：88342728

13155 女，1 . 62 米，25 岁，高校老
师，杭州师范大学毕业本科，未婚，天蝎
座。 详询：88341167

G8147 男，33 岁，1 . 84 米，大学教
师，历下区婚房，父母省直单位领导，短
婚未育，摩羯座。 详询：88340199

专柜奶粉价不会变化太大
奶粉代购没啥压力

□记者 段婷婷

市民刘淼（化名）从事澳大利亚
代购生意多年，他与在澳大利亚的朋
友合作，代购奶粉以及保健品等。对
于中澳自贸协定的签订，他非常关
注，不过他认为关税上的优惠并不会
给代购生意带来太大的影响。

刘淼介绍说，以某品牌奶粉为
例，在澳大利亚的价格约为100多元
一桶，国内专柜价格能达到三四百
元，而国内代购价只需要200多元。

他介绍说，从税费来讲，以一桶
奶粉来说，税费大概为30多元，其中
包括关税和增值税。如果取消关税，
成本大概能减少十几块钱。这样的幅

度对于三四百元的售价来说，会有一
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太大。

他表示，专柜售卖奶粉还需要有
店面、人工、广告等各项费用，成本较
高。而对于代购来说，成本最高的是
运费，通常走空运三五天就能运到，
不过每桶奶粉的运输成本要在70元
左右。其他方面的成本则相对较低。
而且代购通常量比较小，很多代购目
前甚至不交税。因此，代购仍旧较专
柜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他表示，目前
做代购时间比较长已经有固定的客
户群，也多是周边的朋友，对于品质
等各方面比较信任。因此，他认为即
使关税降为零，对于代购生意也不会
造成太大的影响。

其他
取消木工等10类职业

强制性技能评估要求

澳大利亚将在《中澳自贸协
定》生效之日起取消汽车电工、细
木工、木工、木工细工、柴油汽车
修理工、电工（普通）、电工（特
种）、工匠、汽车修理工（普通）、摩
托车修理工10类职业的强制性技
能评估要求，并在未来审核其余
的职业类别，以进一步减少需要
强制性技能评估的职业数量，或
取消该技能评估要求。该项举措
免除了中国特定工种技术工人赴
澳的中间环节，为中国技术工人
赴澳减少了障碍。 综合

分析

是否降价取决经销商

相关链接

中国已签自贸协定14个
□记者 段婷婷

据悉，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
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
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西兰、新加
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哥斯达
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
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
的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安 排

（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ECFA）。

产品 过渡期 当前税率 未来税率

中澳自贸协定 带来哪些利好

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产品主要包括：
服装和皮革制品、电子和机械、其他制成品、钢铁及金属制

品，以及化工产品

澳大利亚出口我国的产品主要包括：
能源、钢铁及金属制品、农产品中的牛肉、羊毛、乳制品等

中方对澳方重要产品关税减免情况：

□记者 段婷婷

根据济南海关统计数据，今
年1-5月，我省对澳进出口总值
275 . 7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46%；其中，出口79 . 21亿元，增长
27 . 5%；进口196 . 58亿元，下降
56 . 2%。澳大利亚为山东省第六
大主要进出口国。

济南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济南对澳大利亚的出
口主要商品为除草剂以及钢铁

制品，占到总额的一半以上，而
在进口商品中铁矿砂占到了三
分之二。另外，澳大利亚食品、酒
水虽然额度相比不大，不过影响
却不小，像是红酒、奶粉、牛肉等
商品也是重要进口商品。

该负责人介绍说，自贸协定
的签署必然会更好地促进济南
市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

“从以往经验看，大约半年之后
效果就会显现。”该负责人介绍
说。

效果或于半年后开始显现

牛肉 10年 15 . 5% 零

乳制品 5年、10年和12年 12 . 3% 零

奶粉 12年 10% 零

葡萄酒 5年 34 . 7% 零

虾蟹类 5年 不明 零

橙子 9年 11% 零
橙汁 8年 22 . 5% 零

□记者 段婷婷

关税对于商品的价格到底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据悉，进口
商品入关不仅需要缴纳关税，还要
交消费税以及增值税，不同商品税
率不同。业内人士介绍，关税只占
了税率的一部分，对不同商品成本
的影响不同。业内人士认为，关税
下降之后，商品价格是否会降价，
还取决于经销商的定价策略。据
悉，前段时间国家降低了部分日用
品进口关税，此后不少化妆品行业
宣布降价，不过多数服装、鞋靴等
品牌均没有任何降价反馈。

对此，业内分析认为，关税下
降对化妆品价格影响不多，其降价
多因业绩下滑，关税调整仅仅是一
个契机。不过，自贸协定的签订必
然会促使中澳贸易往来增加，进口
到国内的商品也将更多更丰富。业
内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澳大利
亚进口商品价格应该会越来越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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