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海关总署于2012年7月31日发布《海关总署2012年第38号》（以下简称“38
号公告”），决定在全面推开分类通关改革的基础上，在全国海关试点开
展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工作，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此项改革是海关业
务的一项重大突破，在电子报关、分类通关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报关
随附单证电子化，最终实现通关全程无纸化。 

 
对企业来说，实行通关作业无纸化，减少通关环节，节省了企业来往于海
关接单现场和货物存放场所之间的人力与时间成本。企业可以根据相关规
定并结合自身情况判断是否具备申请资格，综合分析申请无纸化通关的利
弊，采取相应的行动。 

 
主要规定 

 
1 通关作业无纸化的基本概念 
 

通关作业无纸化是指海关以企业分类管理和风险分析为基础，按照风
险等级对进出口货物实施分类，运用信息化技术改变海关验核进出口
企业递交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办理通关手续的做法，直接对企业通
过中国电子口岸录入申报的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的电子数据进行无纸审
核、验放处理的通关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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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范围 
 

• 北京海关：空运进口货物； 
• 天津海关：海运进口货物； 
• 上海海关：海运进出口货物； 
• 南京海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货物； 
• 杭州和宁波海关之间的转关进出口货物； 
• 福州海关：对台贸易进出口货物； 
• 青岛海关：海运出口货物； 
• 广州海关：空运出口货物； 
• 深圳海关：陆运口岸出口货物； 
• 拱北海关：陆运口岸进口货物； 
• 黄埔海关：陆运转关进出口货物。  

 
3 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企业范围 
 

海关管理类别为AA类、A类的进出口企业和报关企业。  
 
4 通关作业无纸化审批步骤 
 

1) 试点企业经报关所在地直属海关审核同意； 
2) 在与报关所在地直属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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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该海关范围内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通关方式。 
   
经海关批准的试点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有纸作业方式或“通关作业无纸
化”作业方式。  
 
经海关批准的试点企业选择“通关作业无纸化”方式申报的，应在货
物申报时向海关同时发送报关单和随附单证电子数据。 

 
5 不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的情况 

 
• 涉及许可证件（不包括“入（出）境货物通关单”）的进出口货物

暂不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作业方式； 
 

• 涉及税费但未选择电子支付的进出口货物暂不适用“通关作业无纸
化”作业方式。 

 
毕马威观察 
 
此次通关业务无纸化改革是海关业务改革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在以往的改
革中，电子报关的方式虽然实现了报关单的电子化，但随附单证还需要以
纸质形式向海关提交；分类通关虽然实现了通关过程中的无纸化，但纸质
单证需要事后提交或由企业自行保存。而本次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
就是在电子报关、分类通关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报关随附单证电子化，
从而实现通关全程无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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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来说，实行通关作业无纸化，企业不必再打印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
证，而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直接向海关申报，企业报关更方便；海关发送
放行指令，企业收到电子放行回执后，可以直接到货物存放的场所提取货
物，这将原来企业到现场递交纸质单证、签章后再到货物存放场所提货的
两步变为直接提货一步，节省企业来往于海关接单现场和货物存放场所之
间的人力与时间成本。  
 
对海关来说，进一步推进了通关单证审核依据由纸质单证为主向电子数据
为主的转变，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通过共享电子数据，各岗位共同开展风
险分析，监管重点更突出；原有的纸质存档转变为电子数据存档，检索、
调阅更加方便，存档的成本更低。 
 
该项工作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仅限于A类以上企业。但在海关不断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大形势下，此项工作将会不断推进，未来很可能被放宽
至B类企业。 
 
此外，在实际执行中企业需注意以下问题： 

 
• 对于低风险货物，海关经过电子审核自动放行，企业即可直接办理进

口提运或者出口货物装运手续。然而，对于高风险的货物，海关仍会
将其转为人工审核，若需验核纸质单证的，海关将会要求企业到现场
提交纸质单证，办理通关手续。 
 

• 企业在享受通关无纸化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首先，
要成为无纸化通关企业，企业必须通过海关的资质审核。第二，根据
无纸化通关的要求，企业需要完成无纸化通关随附单证的电子数据传
输。第三，企业需要改变目前的单证保管方式，按照海关单证留存的
要求建立单证保管制度。第四，企业将会面临海关的各项检查，包括
通关前的验证稽查、通关中增加的查验和通关后的审单抽查和稽查。 
 

• 目前只有A类以上企业才能申请通关作业无纸化操作，因此企业在申
请该项便利政策前应考虑A类以上企业带来的更严格的海关合规性管
理要求。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海关正在开展的无纸化通关改革工作，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包括： 
 
• 协助企业案头分析申请无纸化通关的利弊； 

 
• 协助企业向主管海关申请无纸化通关，包括资料递交、手续办理、与

相关官员沟通等工作 
 

• 就企业ERP系统的调整方式提供咨询意见，以确保企业ERP系统符合
海关监管要求，提供海关需要的单证信息，简化报核手续，提高通关
效率。具体的咨询服务包括： 

 
 分析企业现有ERP系统包含信息与海关要求申报信息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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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并整理涉及到的ERP系统相关配置和流程变更，以及与海关
电子报关系统的接口开发需求； 

 
 提供ERP系统配置和流程优化建议； 

 
 协助ERP系统实施商进行系统开发; 

 
 对ERP系统优化结果进行系统验收。 

 
• 协助企业接受海关验证稽查和常规稽查等。 

 
如您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与毕马威海关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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