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7 — — (“ ) © 2017 ( ) — 

— (“ )  

 
 

 
 

海关推出信用管理新措施，多部门将开展联合惩戒或联合激励 

背景 

由33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正式发布。这是海关继去年 10 月发布《关

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之后，推出的又一

项新措施。上述备忘录作为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部门将根据企业海关

信用状况，在职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尺度更加统一、依据更加清晰，

成为信用管理的执法指引。联合惩戒和联合激励，体现了“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要求，迈出了构建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

新型海关监管体制的重要步伐。 

联合惩戒 

1. 联合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海关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 实施方式 

海关总署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参与联合惩戒的各部门（包括最

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商务部、公安部、发改委等 33 个部门），提供

海关失信企业信息并动态更新。各部门据此信息，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

措施，涉及 39 条。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 《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

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

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高级

认证）》 

•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一般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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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惩戒措施 

 

 

4. 动态管理 

海关总署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上实时更新海

关失信企业信息。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实施

惩戒或解除惩戒。 

 

海关部门惩戒措施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摘录，全文详见附

件） 

1. 适用较高的进出口货物查

验率（布控查验或者实货验

估）。 

2. 实施进出口货物单证重点

审核。 

3. 实施加工贸易重点监管。 

4. 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管理

原则和措施。 

1. 不适用检验检疫 A 级及以上企业信用管

理。 

2. 不适用外汇部门 A 类企业管理。 

3. 拖欠海关税款或罚款的失信企业，其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在未缴清或提供担

保前，阻止出境；申请强制执行后，仍不

履行的，限制其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

行为，限制购买不动产。 

4. 在一定期限内，对有走私罪的海关失信

企业，列入黑名单，限制其高级管理人员

成为其他公司的同类高级管理人员。 

5. 对发行公司（企业）债券从严审核。 

6.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参与政府采购及工

程招标。 

7. 限制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家资产等国

有产权交易。 

8. 失信信息作为限制有关商品进出口配额

分配的依据。 

9. 公司收购的监管中，予以重点关注。 

10.失信情况作为股票发行的重要参考依

据。 

11.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审批与失信企业

相关的科技项目。 

12.限制境内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

或者限制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13.将失信状况作为其融资或对其授信的

重要参考依据。 

14.申请政府性资金支持和社会保障资金

支持时，从严审核或者降低支持力度或不

予支持。 

15.在从事药品、食品安全、危化品生产

经营存储、矿山生产等行业时，从严审批

或者予以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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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激励 

1. 联合激励对象 

联合激励对象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2. 实施方式和动态管理方面与上述联合惩戒模式基本一致。 

联合激励涉及海关、发展改革委、检验检疫、税务、环保等 40 个部门，

49 项措施。 

3. 联合激励措施 

AEO 制度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意为“经认证的企业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为了构建海关与商界之间的伙伴关系，实现贸

易安全与便利引入的管理制度。在世界海关组织的积极倡导下, 各成员

海关都积极推动建立本国国内的 AEO 制度体系以及国际互认。成员海

关签署 AEO 互认协议后，AEO 均可享有对方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 

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海关在不断完善AEO制度，2014年12月1日，

新的《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海关信用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海关信用管理级别分为高级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

失信企业四类，其中的认证企业是中国的 AEO；认证标准和程序清晰明

确，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认证标准涉及 5大类 18 条 32项，一般认证涉及

海关通关支持措施 跨部门联合支持措施（摘录，全文详见附

件） 

1. 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

归类、海关估价、原产地或

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先行

办理验放手续。 

2. 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

率。 

3. 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

流程。 

4.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

手续。 

5. 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 

6. 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

度。 

7. 适用汇总征税管理措施。 

8.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适用

原产地自主声明措施。 

9.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

关提供的通关便利措施。 

10. 海关给予适用的其他便利

管理措施。 

1. 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根据实际情况

实施便利服务。 

2. 办理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等事项

时，给予优先处理的便利政策，缩减办证

的时间。 

3. 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贷款的重

要参考条件。 

4. 在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时，同等条

件下优先考虑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5. 增值税发票领用比照纳税信用 A 级纳税

人办理。 

6. 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帮

助办理涉税事项。 

7. 符合条件的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其出口

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类别可评定为一

类。 

8. 降低市场监管的随机抽查比例。 

9. 适用较低的检验检疫口岸查验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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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类 18 条 29 项；实行升降级和动态调整制度，并对认证企业有计划

的开展重新认证，其中高级认证企业是 3 年一次。目前，多数高级认证

企业已经进入了需要重新认证的年度。 

同时，中国海关还在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的 AEO 互认，

并给予互认 AEO 企业相应通关便利措施。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信息，

目前中国海关已与新加坡、欧盟、瑞士等 33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AEO

互认。 

毕马威观察 

1. 海关联合惩戒与联合激励的实行，标志海关信用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也是海关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2. 部门间协作力度加大。联合多个部门，覆盖各行政层级，实现高效联

动，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信用管理网络。 

3. 措施更加实际有效。立足执法实际，针对企业特点，从执法管理、市

场准入、行业规范、社会认同等不同角度制定出多条措施，涵盖多个重

点领域，惩罚及激励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际意义。 

4.惩戒对象范围变宽。惩戒对象包括失信企业本身，同时拓展到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增加对相关人

员的惩戒或激励，最大限度鼓励企业自觉守信，防止失信企业逃避惩罚，

有助于加大企业失信成本，减少失信行为的产生。 

5. 关于措施落实以及认证成本的分析。从实践经验来看，措施是否具有

可操作性、能否实际落实，是广大进出口企业关注的重点。如上述分析，

此次的措施，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落地执行，应该能

够打消企业以往的顾虑。同时，认证成本较高也是影响企业积极性的重

要因素，我们认为，认证不是对企业整体管理体系的重塑再造，而是对

现有管理状况的评价和改善，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整合优化，使其达到海

关规定的标准。因此成本不仅不高，而且通过提升整体管理水平，还能

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效益。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1. 提供与海关信用管理动态、政策法规及 AEO 相关的培训以及信息分

享。 

2. 升级协助。通过对企业进行管理理念、内控体系、财务状况、进出口

管控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查找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督促进

行整改，达到海关对高级别企业的认证标准。 

3.重新认证辅导。根据海关定期进行重新认证的要求，对企业是否符合

认证标准，进行重新审阅和评估，提示存在的风险，协助制定整改方案

和计划，使企业切实满足海关的要求。 

4. 海外业务拓展咨询。借助 AEO 制度以及海关国际化合作的不断深入，

依托 KPMG 全球服务网络，介绍相关国家 AEO 优惠、贸易管制、监管

要求等内容，为企业更快、更好的拓展海外业务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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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印发《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印发《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高级认证）》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一般认证）》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印发《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pdf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印发《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pdf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印发《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pdf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0/info720845.htm
http://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DQ2MjQ2NzU%3D?searchId=6feb533317924e13a96caf817fa1eaf1&index=3&q=%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5%B7%E5%85%B3%E4%BC%81%E4%B8%9A%E4%BF%A1%E7%94%A8%E7%AE%A1%E7%90%86%E6%9A%82%E8%A1%8C%E5%8A%9E%E6%B3%95%E3%80%8B&articleMainPointsTocIdKey=undefined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24300.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24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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