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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上涨了4.00%、3.2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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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在当前阶段上脱颖而出，用什么创新方法在当前阶段上更多的实现赢？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同的
角度看跨境电商这个行业，了解到更多，打开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来看跨
境电商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基于当前跨境电商创业应用场景，实现财务合规与融合杠杆打法。当
下如何通过财务多挣点？当下如何通过财务多挣点？不同的规模适合不同的方式和渠道，有不同的
规模，主要是5000万以下和5000万以上的，可以通过退税增收、政府补贴、融资成本降低、规避涉
税风险、汇兑风险与收益。第一个是退税增利。傲基在2015年的退税，基本上占到8%到10%，所以
退税一定是可行的。傲基在深圳是国税局退税，大卖家都已经在退税了，小卖家更要尽可能想办法
如何通过退税来获得利益。退税前提是供应商能开发票，而且要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供应商给你开发票有没有差额，赚多少钱，如何通过退税多赚点钱。退税的工作非常简单，要申
请一个资质认定，这个通过免税在窗口上提交，包括你的海外口岸还有电子口岸卡，这都是很简单
的，你自己可以百度搜索。小包退税也是不复杂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是整个通关平台，网站
上也有，大家可以搜一下，也是小包退税的平台。第二个是补贴增利。今年电商补贴特别多，第一
个是初创企业，基本上很多卖家关心的是无息贷款，20万两年，至于你们怎么去操盘实现无息贷款
两年20万，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很多账号公司，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息两年20万
，这是一个政策，是初创的补贴。这是6月13日的通知，补贴特别特别多，只是取其中一个，重点要
去关注深圳市经信委的网站。这个补贴是怎么来的？招聘员工这一块，就是你招一个人，当你们的
年销售收入达到100万美金，可以一个人一年补贴4500元。这只是一部分，傲基上半年公告是1000多
万，这是其中一部分。各位不要放过这些补贴政策，是利润来的。旺季如何备多一点子弹？重点讲
一下融资这一块。最主要的第一是股东，以前创业的时候通过很多信用卡，来来回回，导致信用卡
征信有问题，这个时候最好是找一个信用没有问题的公司得到更多融资。第二是账号在一年以上稳
定运营（所以提前做与收购账号运营，有利于加快融资）。第三是预先与小贷、银行等保持合作关
系，预留授信。第四是最最关键的，做流水，建行有快贷，浦发有点贷，农行有网捷贷。这个时候

你在建行已经有数据库了，你可以申请30万额度，10个人就是300万，交个人所得税是根据实际工资
来的，你的业务本身是为了获取银行征信，就像电商刷单一样的，所以你们自己去把握。有时候用
房产抵押也做不到，该怎么来就该怎么做，你的企业要活下去，这是套路，你们要把握这一点，这
是融资策略比较重点的事情。信用融资的策略，财务合规、内保外贷、流水四段、组合融资。第一
是财务合规，国内大部分银行会给予你流水，纯信用的，像浦发银行、民生等等都支持这个政策。
第二是内保外贷，香港公司及海外公司流水特别重要，内保外贷融资成本很低，不要走地下钱庄
，这里也是一个融资的方法。第三是流水四段，国内流水邮储、中信等银行流水贷、一达通2+N数
据贷、香港银行内保外贷、平台贷款等。第四是组合融资，提前做好邮储、宝生村镇、南粤、中信
等银行、供应链金融、一达通、各类小贷授信。涉税风险与规避税务大数据征管。我们现在感觉到
一个趋势，越来越向欧美靠齐，也许将来再过20年我们根本没有现金去花了，大部分都是网络支付
。我们感觉到所有趋势在收紧，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虽然我们国内没有像国外那么严格，但是在大
数据时代，这是一个趋势，大家要把握好。GRS信息交换，这是针对在香港的一些个人非居民的企
业，而不是公司，因为香港公司在香港来讲还是属于居民企业，这一点问题不大。以资本的思维做
电商以资本思维做电商是很重要的，有小伙伴说把公司卖掉，为什么要卖掉？你要有资本的思维
，有一个退出通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你应该想办法把公司
做到500万卖掉，而且在这个风口是最重要的，大家应该考虑这一点。这是目前一些跨境电商里面比
较知名的企业里面的对赌，基于当前创业环境下，像通拓一旦并购成功，他们的收入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做好财务合规，包括各种具体的指标，包括复合增长率，他们有很大
的压力，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没有做到财务合规化，想来并购你也没有办法并购，你并没
有所有的会计语言来证明你的盈利能力是靠谱的。所以大家要想办法，在财务上做一些投入，只要
你有盈利能力，只要你的财务规范化，你就有机会。财务合规风险规避整体而言，如果要讲整体的
财务合规，有几个风险，我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是股权风险，一个公司的股权最好不要代持，公司
是否需要全资控股？不需要，只要你们在账号公司注册的时候取得不可撤销的委托授权协议书，就
是员工愿意把这个账号公司终身地给到公司用，这个很重要，不要到时候扯皮。所以大家一定要对
账号公司特别注意，一定要有一个协议，不可撤销的终身性的，这个账号是给到母体公司给到老板
用的，当然你也可以给到一点钱给这个员工，否则以后有问题就很麻烦。而且你要做对外投资备案
，这个很难做，要求母公司有5%的盈利。有大量小包投入没有办法在国内体现，只能在国外体现。
这个很多人提到，我没有这个发票单，我小包卖的钱怎么体现出来？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这是合
规的流程，你的报表就可以合并，你就可以合规。有一个小伙伴说5000万的销售收入能卖多少钱
，按利润15倍的PE，就是下半年15倍的利润，最低一般行情是10倍，如果你做1个亿利润就是10个亿
。有小伙伴说卖掉创别的业，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现在我们有很多争论，有很多小卖家是自己去
做的。有的人希望抓住这个窗口期，跟上市公司合作，因为现在有很多上市公司委托我们找一些合
伙人，大量的有能力的企业迫切需要找到运营方进行合作。我们有没有太多的打法，我们可不可以
产生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你还处于这个风口期，或者当下这个阶段还是自己一家或者几个朋友做小
卖，利润大概一年200万，这种我认为也是非常不错的。或者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三年做几个亿呢？这
也是一种探讨、一种思考方式。本文为鹰熊汇财税合伙人文中华在鹰熊汇2017跨境卖家大会演讲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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