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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关税税率大幅下调 
背景 

2018 年 5 月 22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3 号），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将汽车整车税率为 25%的 135 个税号和税率为 20%的

4 个税号税率降至 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 8%、10%、15%、

20%的共 79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6%。涉及的商品及税率总结如下： 

商品

类别 
商品信息 

8 位

税号

数量 

现行最

惠国税

率 

降税后

最惠国

税率 

汽车

整车 

品目 87.04：车重大于 5 吨的货运机动车

辆 
4 20% 

15% 
品目 87.02，87.03：客运机动车辆、各

种载人机动车辆； 

品目 87.04：车重 5 吨以下货运机动车

辆、其他货运机动车辆 

135 25% 

汽车

零部

件 

品目 87.06：非公路用货运自卸车底盘 1 8% 

6% 

品目 87.06：货车、其他机动车底盘； 

品目 87.07：机动车辆车身； 

品目 87.08：多种机动车辆零附件 

70 10% 

品目 87.08：大型客车用非驱动桥及其零

件，部分特种车用零附件 
2 15% 

品目 87.06：大型客车、汽车起重机底盘 2 20% 

品目 87.08：大型客车、轻型货车车用车

架或其他零件 
4 25% 

合计 218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零

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8]3

号），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发布，2018 年 7 月 1

日生效。 

 

中国税务快讯 

第十二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 



© 2018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8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
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此次降税后，我国整车最惠国算数平均税率为 13.8 %，汽车零部件最惠

国算数平均税率为 6%。此次进口环节关税税率下调，将对汽车及相关

行业带来重大影响。 

我们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自贸协定，原已享受优惠关税税

率的相应税号商品（例如特别在中韩、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也会

有相应下调。 

毕马威观察 

1 对各类汽车相关企业的直接影响 

对于各类涉及进口及生产的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包

括（以下供应商、经销商及售后服务商的定义，请参看《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1 号））： 

• 供应商（整车进口企业）： 

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除直接带来关税成本下降外，所涉进口环节消费

税也会相应的降低，这对于整车进口企业将是一个重大利好。另外，由

于税基下降导致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减少，会相应增加整车进口企业的现

金流。不过，作为进项税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减少，有可能使得计算附

加税的税基略有上涨，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零部件进口商。 

• 供应商（汽车整车生产厂商）： 

对于同时从事汽车生产的厂商，由于此次降税，各类生产性零部件及

CKD 的进口关税成本下降，将带来制造成本的下降，生产厂商可能考虑

加大进口零部件采购。 

•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的下调，可能会削弱国内相关零部件生产企业的价

格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与下游整车生产厂商的议价

能力。 

• 汽车经销商及售后服务商（4S 店等）： 

作为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汽车零售及保修维修企业，进口汽车及零部件

成本下降带来的利好与终端售价下降的压力并存。 

• 汽车平行进口企业： 

平行进口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取得较大发展，此次税率下调

可能会对平行进口汽车的市场竞争力造成一定冲击，但进口维修、保修

零部件的成本降低，会带来一定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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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汽车行业间接的影响 

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除对进口成本的直接影响外，也会

对汽车企业的定价及供应链管理模式造成重大影响： 

•    进口成本下降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到到跨国

车企之间转让定价政策制定及调整。近年来中国海关对跨国企业的转让

定价安排关注度增高，在进口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进口成本下降、利润提

升的同时，进口整车及零部件的关联交易引发的海关价格质疑可能性增

加。 

•    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将进一步影响到跨国公司跨境供应链优化，在

零部件采购、各关联企业功能及风险的安排、产品销售等各个方面均需

做出及时应对和调整。 

此外，汽车成本及售价的重大变化，也必然波及汽车行业的其他业务领

域。例如，对于汽车金融公司，其融资规模、融资成本及汽车信贷政策

等，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也需要适时评估零部件

采购成本，加速研发成果转化，与传统汽车企业展开竞争与合作。 

毕马威建议 

为积极应对此次整车及零部件关税税率下降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建

议相关企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全面评估关务影响及机遇，包括并不限

于： 

•    近期对进口物流做出及时合理安排，以满足海关进口申报时间的要

求，享受 7 月 1 日开始的减税措施； 

•    对转让定价政策及实施状况进行审阅，提前对进口整车及零部件的

完税价格从海关估价角度进行合理性分析； 

•    对进口商品的 HS 编码进行汇总梳理及审阅，对可能受到影响的进

口货物进行量化分析，对 HS 编码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进行评估，以充分

享受减税政策； 

•    重新审视现有贸易模式并进行相应筹划，例如，对于已经采用加工

贸易安排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由于保税货物管理成本较高，在关

税税率大幅降低的情况下，重新分析采用保税模式的利弊； 

•    在享受优惠原产地税率的情况下，重新评估整车及零部件的原产地

认定方法及结果，以确保原产地认定的合规性； 

•    对于已接受或正在接受海关估价、保修费及非贸易付汇（包括特许

权使用费）的质疑及分摊调整的汽车企业，重新评估此次关税税率下降

对各类质疑及分摊结果的影响，并与海关稽查、税管、价格等部门及时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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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国际贸易与海关团队如何帮助 

毕马威国际贸易与海关团队由熟知海关法规、流程以及业务的专业人士

组成。我们充分利用丰富的贸易与关务知识及经验和全球网络，为客户

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提升贸易的效率、降低全球贸易管理成本。 

就此次减税事宜，我们可以： 

•    协助企业对进口商品价格、HS 编码、原产地等进行审阅，并结合

企业自身情况对其关务及税务影响进行评估和量化； 

•    协助企业结合此次减税、自由贸易协定等优惠政策对跨境供应链优

化提供专业意见，并协助企业实施落地； 

•    协助企业对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排查，配合海关质疑、稽查等，

协助企业与海关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    协助企业配合海关价格调研、进行年度价格备案、申请进口价格调

整、分析转让定价年终调整的海关影响等事项。 

毕马威贸易及关务团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华北地区 

周重山(Eric Zhou)     韩滢(Helen Han) 
中国      北京 
海关与贸易事务主管合伙人   海关与贸易事务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08 7610   电话: +86 (10) 8508 7627 
邮箱: ec.zhou@kpmg.com   邮箱:h.han@kpmg.com 

华中地区 

董诚(Dong Cheng)     陶蓉蓉(Rachel Tao) 
上海      上海 
海关与贸易事务合伙人    海关与贸易事务总监 
电话: +86 (21) 2212 3410   电话: +86 (21) 2212 3473 

邮箱: cheng.dong@kpmg.com   邮箱: rachel.tao@kpmg.com 

华南地区 

罗健莹(Grace Luo)     夏颖(Philip Xia) 
广州      广州 

海关与贸易事务合伙人    海关与贸易事务高级经理 
电话: +86 (20) 3813 8609   电话: +86 (20) 3813 8674 
邮箱:grace.luo@kpmg.com   邮箱:philip.xia@kpmg.com 

香港特别行政区 

许昭淳(Daniel Hui) 
香港特别行政区 
税务合伙人 

电话: +852 2685 7815 
邮箱: daniel.hui@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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