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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新政介绍和业务难点及重点

一 最新通关新政介绍

主要内容

二 通关业务难点及重点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8号:2017年2月6日
     1 .海关总署决定将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企业范围扩大

到所有信用等级企业。

　  2.企业经与直属海关、第三方认证机构（中国电子口
岸数据中心）签订电子数据应用协议后，可在全国海
关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通关方式，不再需要重复
签约。

    有纸申报:特殊贸易方式;未联网许可证件

一 通关无纸化：扩大适用范围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8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进口货物
直接退运业务相关事宜的公告》：2017年1月1日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
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7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情形的，可通过互联网向海关申请办理进口
货物直接退运手续。

      海关通关作业辅助系统：HP2015系统

   
   

二 通关无纸化:直接退运业务无纸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直接退运业务项下有两个功能菜单，分别是“新增直接
退运”、“修改直接退运”。

二 通关无纸化:直接退运业务无纸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2.上传附件：
   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30天内
   （1）禁止进口的/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其
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缉私部门制发

   （2）违反检验检疫政策法规：由检验检疫
部门处理并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或其
他证明文件，由隶属海关凭此执法责令通知书
并办理直接退运手续。

   

二 通关无纸化:直接退运业务无纸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2.上传附件：

 《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
　错发、误卸或者溢卸／协商一致／贸易发生纠纷

   原进口报关单或转关单

   合同\发票\装箱单\提运单\载货清单等相关
单证、证明文书

   

二 通关无纸化:直接退运业务无纸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3申报相关注意事项

    （1）先报出口再报进口，进口报关单的“关联报关单
”栏目填报 出口报关单号；

     （2）监管方式：直接退运4500
               备注栏：填写《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或者《

海关责令直接退运通知书》编号

     （3）应从原进境地口岸退运（经由原进境地海关审
核同意）

   

二 通关无纸化:直接退运业务无纸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三 通关无纸化:原产地证书电子化

ECFA:中国台湾　署加发[2015]277号
2015.5,福州试点;2016.01.01,全国推广

海关总署2016年30号公告:CEPA(香港\澳门) 
2016.05.01

海关总署2016年84号公告 :中新(西兰)
2016.12.20;     2017.04.0１补充申报　担保验放
集装箱运输货物，全程运输单证

海关总署2016年85号公告  :中韩2016.12.28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三 通关无纸化:原产地证书电子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四 通关无纸化:进口增值税联网核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
的决定》（主席令第57号），对海关法第三十一条和
第五十九条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暂时进出口货物核准
该项行政审批项目.

             随着改革的深入，海关行政审批项目还将会进一
步减少。

   

五 精简行政审批项目



通关新政介绍和业务难点及重点

一 最新通关新政介绍

主要内容

二 通关业务难点及重点



背景：通关一体化

后续核查和前置审批越来越重视

业务复核清单
      归类系统
      税收分析系统
      监督内控系统
      。。。

批量复审制度：贸易管制、过程控制、风险节点、专业复审
    
  



一 退运货物申报注意事项 

1.退运货物是指原进出口货物因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
者规格不符、延误交货或其他原因退运出、进境的货物。 
“退运货物（代码：4561”）。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
关总署令第124号）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因品质或者规
格原因，出口货物自出口放行之日起1年内原状退货复
运进境的，纳税义务人在办理进口申报手续时，应当按
照规定提交有关单证和证明文件。经海关确认后，对复
运进境的原出口货物不予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
代征税。

  



一 退运货物申报注意事项 

      根据署监[1996]32号文相关要求，出口企业将货物报

关实际离境出口后，因故发生 退运情况，凡海关已签

发出口退税报关单的，出口企业须出具主管其出口退税

的地（市）国家税务局签发的《出口商品退运已补税证

明》,海关方能办理退运手续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二 易制毒品别名申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1、甲苯，别名甲基苯，苯基甲烷。甲苯的英文

名为methylbenzene，化学式C7H8，CAS号为108-88-3，外
观为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苯的芳香气味。甲苯具有优异的有
机物溶解性能，是化学及制造业所用的一种有广泛用途的有机
溶剂，尤以萃取及脱脂两工序最为适合，可用作油漆、清漆、

亮漆、粘合剂及油墨制造业及天那水配方用之稀释剂，树脂

溶剂，也是油类、树脂、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煤焦油、沥青

、涂料、油墨、醋酸纤维素和硝酸纤维素的溶剂。

二 易制毒品别名申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2、 丙酮，别名二甲基酮。丙酮的英文名为acet
one，化学式C3H6O，CAS号为67-64-1，外观
为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的辛辣气味。丙酮亦
是良好溶剂，用于涂料、黏结剂、醋酸纤维纺
丝过程、钢瓶贮存乙炔、炼油工业脱蜡等方面
，还在无烟火药、赛璐珞、醋酸纤维、喷漆等
工业中用作重要溶剂。丙酮也用作稀释剂，清
洗剂，萃取剂，在油脂等工业中用作提取剂。

二 易制毒品别名申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3、丁酮，别名甲乙酮、甲基乙基甲酮、2-丁酮
、2-氧代丁烷。丁酮的英文名为2-Butanone，化学式C4
H8O，CAS号为78-93-3，外观为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的辛
辣气味。丁酮能与多数有机溶剂互溶，是硝酸纤维素、乙烯基

树脂、丙烯酸树脂涂料的溶剂，广泛用于录像带、显影剂、 
印刷油墨等制造过程，是聚氨酯人造革、丁腈橡胶、 氯丁橡胶
为基料的工业粘合剂，还可用作精制润滑油的脱蜡溶剂、 电子
元件的清洗剂、用于植物油的萃取以及精制过程中的共沸精馏
。

二 易制毒品别名申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提请申报注意：

         1.不得以别名、俗名、商品名申报，而
应以《规定》所列规范名称进行申报;

         2.超量造成无证到货,行政处罚较重

         3.后续将加强批量复审和稽核查力度

二 易制毒品别名申报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直运规则申报问题：

• 海关总署　2015年第57号公告

• 海关总署　2016年第52号公告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 海关总署　2015年第57号公告
• 对于经香港或澳门之外的第三方中转的进口货物，适用协定税率或特惠税

率时向海关提交下列运输单证之一的，海关不再要求提交中转地海关出具的
证明文件：

•  一、对空运或海运进口货物，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民用航空运输企
业、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具的单份运输单证。该运输单证
应在同一页上载明始发地为进口货物的原产国（地区）境内，且目的地为中
国境内；原产于内陆国家（地区）的海运进口货物，始发地可为其海运始发
地。

• 二、对已实现原产地电子数据交换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
A）等协定项下集装箱运输货物，也可提交能够证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集装
箱箱号、封志号未发生变动的全程运输单证。

• 海关对上述运输单证有疑问的，进口人应当补充提交相关资料。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 海关总署　201６年第5２号公告
• 经香港或澳门中转的自贸协定项下进口货物的单证提交：

•    一、2016年10月1日起，中国检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检公司”）将启用“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经香港中转货物原产地管理系
统中转确认书签发子系统”签发《中转确认书》,同时终止在原产地证
书上加盖未再加工印章的作业模式。此前香港海关已使用该系统签发
《中转确认书》。《中转确认书》用于证明相关货物在香港期间未再
加工。

•         二、2016年10月1日起，澳门海关将启用“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经
澳门中转货物原产地管理系统中转确认书签发子系统”签发《中转确
认书》。《中转确认书》用于证明相关货物在澳门期间未再加工。

•  三、海关总署与香港海关、中检公司、澳门海关实现上述系统联网
，相关数据信息即时共享。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 四、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统称“进口人”）申报
适用协定税率或特惠税率时向海关提交下列运输单证之一的，
海关不再要求提交《中转确认书》：

•   （一）空运或海运进口货物，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及其委托代理人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等出具的单份运输单
证。该运输单证应在同一页上载明始发地为进口货物的原产国（地区
）境内，且目的地为中国内地；原产于内陆国家（地区）的海运进口
货物，始发地可为其海运始发地。

•   （二）已实现原产地电子数据交换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海峡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等）项下集装箱运输货物，也可提交能够证明货物在运输过
程中集装箱箱号、封志号未发生变动的全程运输单证。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 五、本公告第四条之外的情形，进口人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交
《中转确认书》：

•       （一）经香港中转的需进行预检验的货物（包括集装箱运输
及散装货物），应当提交中检公司签发的《中转确认书》。

•       （二）在香港中转期间非因预检验开箱的集装箱运输货物，
以及无需预检验的散装货物，应当提交香港海关签发的《中转
确认书》。

•       （三）在香港中转期间未开箱的集装箱运输货物，应当提交
香港海关或中检公司签发的《中转确认书》。

•       （四）经澳门中转的货物，应当提交澳门海关签发的《中转
确认书》。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常见差错：　

举例：中国－瑞士原产地优惠贸易协定单证不全

 署税发〔2015〕80号：海关总署关于《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经第三方中转货物
证明文件提交及有关单证审核要求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
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223号令）

一、仅通过航空运输的经第三方中转货物：空运提单

二、通过其他运输方式运输的经第三方中转货物

   （一）对于瑞士关境“经核准出口商”出口的货物。

1．货物未经欧盟国家转运的情况。2．货物经欧盟国家转运的情况。T1文件

  （二）对于瑞士关境非“经核准的出口商”出口的货物。

　　　　

三 优惠贸易协定货物运输情况问题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海关总署2016年81号公告

1.朝鲜进口煤炭: 根据安理会2321号决议,控
制总额或总量;仅限于民生,不涉及朝鲜核
计划\弹道导弹计划等,需要提交企业代表
或负责人签字的承诺书;

2.禁止朝鲜进口铜\镍\银\锌
3.禁止从朝鲜进口雕像

4.禁止对朝鲜出口直升飞机和船只

四 贸易管制政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海关总署2017年9号公告         
   禁止向朝鲜出口公告所示与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的两用物项和技术
、常规武器两用品。

商务部＼海关总署２０１７年１２号公告

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包括已接受申报
尚未办理放行手续的），２月１９日起执行。

四 贸易管制政策



出口转关自动化
改革

署加发[2016]62号
 海关总署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验核<进口药品通关单>工作的通
知

1.一线入境的药品,免予办理进口备案和口岸检验等手续;

2.二线出区的药品,办理相关手续,"一批一证",首次出区必须在取得
<进口药品通关单>的15天之内报关;

3.一线入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凭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口许可
证>办理进口备案和口岸检验等手续,"一批一证";

4.二线出区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免予办理进口备案和口岸检验
等手续.

四 贸易管制政策



五　反倾销、反补贴的注意事项 

         对执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原产地不明货物的税
率认定问题，海关总署于2012年11月28日第一次下
文明确：在执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对于涉案的
原产地不明货物（即进口企业不能提供相关货物的原
产地证明，且经海关查验既无法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
是涉案国家或地区的，也无法确定其原产地不是涉案
国家或地区的），应当按照普通税率计征关税，并按
照相关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的最高税率征收反倾销税
或反补贴税。

  



六　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申报规范

海关总署2016年５１号公告

　　　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
进出口报关单和进出口备案清单的报关单填
制规范。　

背景：原产地电子交换系统越来越多；
　　　通关无纸化；
　　　通关一体化．　　　　　　
　　　



原来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
报关单填制规范

CEPA模式：
备案号栏、项号栏、S8

中国-东盟FTA模式：
随附单证栏

ECFA模式：
随附单证栏、对应关系表

中国-瑞士FTA模式：
随附单证栏（C\D）、对应

关系表



CEPA模式

中国-东盟FTA

模式

旧
   ECFA模式
（特殊监管区域原产
地管理系统）

中国-瑞士FTA

模式

新

报关单填制规范的调整方向



u报关单随附单证栏的填写

u单证对应关系表的填写

uECFA模式的报关单填制规范



ECFA项下进口报关单填制

单证对应关系表

报关单项号 对应随附单证项号 

1 3

3 1

4 4

5 5
Y<14>EB123456789：1-3,3-1,4-4,5-5

随附单证栏

随附单证代码* 随附单证编号

Y <14>EB123456789

……

*填写“监管证件代码”
随附单据
原产地证明

标记唛码及备注
Y<14>EB123456789：1-3,3-1,4-4,5-5



•        向香港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出口用于生产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香港CEPA）或者《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澳门CEPA）协
定税率货物的原材料时，应当按照本公告第
一条的要求填制报关单，香港或澳门生产厂
商在香港工贸署或者澳门经济局登记备案的
有关备案号填写在报关单的关联备案号栏。

港澳CEPA“S8”项下出口报关单的申报



调整后按照ECFA模式申报的
优惠贸易协定协定

01亚太贸易协定
02中国-东盟FTA
03香港CEPA 
04澳门CEPA
06台湾农产品零关税措施 
07中国-巴基斯坦FTA
08中国-智利FTA
11中国-新加坡FTA
12中国-秘鲁FTA
14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15中国-哥斯达黎加FTA
19中国-韩国FTA



u报关单随附单证栏的填写

u单证对应关系表的填写

中国-瑞士FTA模式的报关单填制规范



“有原产地声明模式”优惠贸易协定项
下报关单填制

• 在“随附单证栏”的“随附单证代码栏”填写“Y”

• 在“随附单证栏”的“随附单证编号栏”填写“<17>”“校
验码”和“原产地证书编号（或者原产地声明序列号）”。

• 校验码为大写的英文字母C或D，凭原产地证书申报的填写C，
凭原产地声明申报的填写D。

• 原产地声明序列号必须是23位字符，仅包含数字或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应当区分大小写。

• 报关单随附单证栏所填写的字符，必须使用非中文状态下的
半角字符。



报关单随附单证栏填写示例



调整后按照中国-瑞士FTA模式申报的优
惠贸易协定

10中国-新西兰FTA

13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16中国-冰岛FTA

17中国-瑞士FTA

18中国-澳大利亚FTA



特殊监管区域的报关单填制
规范

（ECFA模式）



特殊监管区域（仓储）进境备案清单、内销报关单填制

单证对应关系表

报关单项号 对应随附单证项号 

1 3

3 1

4 4

5 5
Y<15>T15415201500000040：1-3,3-1,4-4,5-5

随附单证栏

随附单证代码* 随附单证编号

Y <15>T15415201500000040

……

*填写“监管证件代码”
随附单据
原产地证明

标记唛码及备注

Y<15>T15415201500000040：1-3,3-1,4-4,5-5



原产地证据文件备案号的编码规则

T 15 415 2015 00000040

特殊监管区域的
代表字母

协定代码 原产国
（国别代码）

年份 顺序编号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