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海关总署2011年11月29日发布署税发[2011]419号《海关总署关于印发〈进

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419号文”），要

求各地海关于2012年1月1日前在各关区内实施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以下

简称“预审价”）制度。 

 

解读419号文将有助于企业全面了解和把握海关预审价制度的主要内容，

为合理有效地利用该制度奠定基础。 

 

主要规定 

 

1 预审价的基本概念 

 

预审价，是指经企业申请，货物进口地海关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前对其完

税价格进行审核，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海关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

计征税款。 

 

《预审价暂行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有关规定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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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审价的的受理部门 

 

各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包括海关总署在直属海关设立的商品价格信息

机构）负责本关区的预审价工作，负责审查申请预审价资格企业的资格、

估定预审价货物的完税价格、制发《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等。 

 

3 预审价的的申请资格 

 

《预审价暂行规定》规定，适用A类、AA类管理的企业可以申请预审价。 

 

各地海关预审价部门可以根据本关区的具体情况确定申请企业的其他资

格条件，如青岛海关还要求企业应为进口货物的经营单位或收货单位。 

 

4 预审价的的商品范围 

 

列入预审价范围的商品主要是现场海关和审单部门审价存在困难的商品。

各直属海关根据本关区价格管理情况确定预审价的适用商品范围或条件。 

 

《预审价暂行规定》规定，预审价主要适用于从境外进口的货物，内销保

税货物是否纳入预审价范围由各地海关自行决定。截至目前，青岛海关、

南京海关已明确不将其纳入预审价范围。 

 

此外，《预审价暂行规定》还规定公式定价进口货物不适用预审价。 

 

5 预审价的的主要操作流程 

 

具备预审价资格的进口企业应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之前至少15个工作日

向进口地海关预审价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注明进口货物情况、买卖方情况、

成交情况、价格说明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进口企业应同时递交与进口

货物有关的合同和发票等商业单证，以及交易过程的业务函电及商品资

料、价格行情等。 

 

预审价部门在收到进口企业的预审价申请后开展对进口货物成交价格的

审核，必要时可要求进口企业进一步提供与进口货物有关的其他相关资

料。进口企业提供资料不准确或者不全面的，海关可撤销原预审价决定。 

         

预审价部门经审核认为企业申请价格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的，将出具

《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以下简称《预审价决定书》）。《预审

价决定书》仅对申请企业本次申请货物有效，有效期限为90天，特殊情况

下经海关同意可以再延长30天。长期合同进口货物的《预审价决定书》的

有效期限由海关按照合同履行期限确定。 

 

已预先审定完税价格的进口货物，如因特殊情况变更进口成交条件的，进

口企业必须向海关书面说明理由并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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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进口货物预审价是进一步提高企业通关效率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减少征纳

双方对于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争议，促进贸易便捷化。运用预审价，进口

企业可以预先了解应计入完税价格的项目，估算进口成本，提高商业交易

的可预测性。 

 

不过，尽管《预审价暂行规定》对相关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实务操作中

的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或者仍有不少限制需要突破，比如： 

 

 未明确含有特许权使用费或涉及关联交易的进口货物的预审价； 

 未明确海关受理申请后进行审查的具体作业时限； 

 通常情况下海关出具的《预审价决定书》仅在本关区内有效，如何

规范统一不同关区的预审价结论。 

 

然而，值得提醒的是，企业在实际运用预审价制度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申请A类管理的企业才能申请预审价，因此企业在申请预审价时应

考虑A类管理带来的更严格的合规性要求；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申请预审价进行利弊分析，特别是对于涉

及特许权使用费或关联交易的进口货物，企业应审阅转让定价政策

在海关价格角度的适用性； 

 提前审阅影响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相关因素（如商品税号、原产地

等），避免产生额外问题并影响预审价进程； 

 审阅并确保申请内容和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谨慎对待每次申请，避免因多次申请预审价但不实际进口货物而被

海关取消其申请资格； 

 加强与海关的沟通，及时解释或补充海关所需资料，跟进海关的价

格审核意见； 

 目前预审价制度适用货物范围较窄，对于未列入预审价范围的商品，

可沿用原先的非正式预审价方式，如汽车的价格备案和矿产品的公

式定价等。 

 

企业在申请预审价过程中若遇有疑难问题，应及时与海关主管部门进行沟

通，或向第三方专业机构寻求技术支持，避免因资料准备不足或信息沟通

不畅影响预审价进程，或因资料和信息披露不当导致海关合规性风险。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海关审价问题是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供的服

务包括： 

 

 案头分析客户海关价格风险及申请预审价可行性； 

 与主管海关联络获得海关对价格问题的看法； 

 协助客户进行预审价或价格备案、公式定价等资料递交及手续办理等； 

 协助与主管海关进行价格磋商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毕马威海关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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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地预审价操作办法制定情况一览表（截至2012年4月底，根

据公开信息整理） 

 

 是否公开 是否正在制定中 

北京 是 不适用 

天津 否 是 

青岛 是 不适用 

大连 否 是 

上海 是 不适用 

南京 是 不适用 

杭州 是 不适用 

广州 是 不适用 

黄埔 是 不适用 

深圳 否 是 

拱北 否 是 

福州 否 是 

厦门 否 是 

成都 否 是 

重庆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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