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关总署于 2013年 6月 8日发布 2013年第 36号公告，阐明了通过特殊监
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进口的货物在内销时适用自由贸易协定（FTA）协
定税率或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特惠税率的要求和程序。此公告适用于那
些持有有效的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满足某个 FTA协定或特惠贸易安排

原产地规则，并从境外进入并储存于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内的货
物。 

背景 

在本公告发布之前，对于通过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进口到国内的
符合 FTA条件的货物如何适用优惠税率，海关并没有明确的处理方式。
目前，对于不经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而直接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
货物，在满足 FTA条件的情况下直接就能适用优惠税率。相比之下，如
果货物先经过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再申请内销，海关对其能否享
受优惠税率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清晰的政策文件
来规范海关如何监管储存于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货物（及其相
关的文档审核要求），以确保其保税存储不会违背 FTA原产地规则的规
定。 
 
大多数 FTA的原产地规则都规定适用优惠税率的产品在最终进口至目的
国之前不得经过实质性改变或加工。对于已经进入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
管场所的货物，尽管它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中国国境内，但直到申报内销时
才会被海关确认为进口至中国。以前中国海关没有对外公布过明确的文件
指引，以规范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货物在内销前必须满足FTA
原产地规则框架下微小加工或处理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现场海关也往
往难以判断这些货物是否可以享受优惠税率，而这也使 FTA优惠往往难
以实现，使进口商承担额外的成本。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关总署公告 2013年第 36号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
保税监管场所内销货物适用
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的有
关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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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第 36号公告的公布，为中国公司通过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
场所购买或销售货物时申请适用 FTA优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使他们能
节约供应链中的关税成本。 

程序与要求 

以下简述了享受优惠税率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及相应程序： 
 

  货物进入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时 
 
- 当货物运抵并申报入区时，进口人应填制进口报关单或者进境货物备案
清单 

- 同时，进口人须提交内销申请，并随附下列单证： 

 《入区域(场所)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货物内销申请登记表》（以下
统称“《登记表》”） 

 相关 FTA或特惠税率安排所要求的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声明 

 相关商业单证和运输单证（如发票、提货单、装箱单等） 

 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文件（比如，若相关货物经过转运国家，
则需提供未经加工证明（Certificates of Non-Manipulation）等） 

  所有文件需要海关盖章以确认其有效性 
 
- 以上所称的货物必须是“同一批次”进口货物，即由同一运输工具同时抵

达同一口岸，并且属于同一收货人，使用同一提单的进口货物 

  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货物内销时 
 
- 当货物申报内销时，进口人应向海关提交上述已经海关签名盖章的有关

单证，并提交进口报关单 

- 当货物内销时，其对应的原产地证书、原产地声明不能超过有效期 

- 若相关单证资料经海关审核无误，海关认定内销时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

未超出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中所述的微小加工或处理范

围的，海关可批准该货物在申报内销时享受优惠税率 

更灵活的执法 

新公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为进口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 
 
• 货物出区(场所)内销时，如进口人无法补充提交符合要求的原产地证

书的，进口人可向所在地海关提出凭保放行的申请。等到取得有效原

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时，进口人再提请海关核实。若单证审核无误，

海关应办理保证金转退手续。 

• 对于申请分批内销的货物，进口人必须在首次内销时提供原产地证书

或原产地声明正本。海关会在《登记表》上签章后，在原产地证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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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和《登记表》上加盖骑缝章并退还进口人。这些文件必须于

每次内销时提交给海关，海关会在《登记表》上签章后，将其退还给

进口人。直到原产地证书所列货物内销完毕或者办理最后一次内销申

请时，进口人将《登记表》正本交给所在地海关。不过，目前只有天

津、上海、南京、青岛、广州和深圳等 6个直属海关可受理所辖的特

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分批内销货物适用优惠税率的申请。其他

海关关区内此类分批内销货物的相关操作事宜将另行公告实施。 

• 公告明确，如果由于客观原因，同一批货物必须分批运抵口岸（例如，

珠三角区域很多进口海运货物必须从香港用较小的驳船转运至运抵港

再完成报关手续），“同一批次”的认定不受影响。 

公告明确了对于保税区域间货物结转并申请内销的相关事宜将另行公布
实施，这表明未来此类情形也可能享受优惠税率。 

毕马威的观点 

尽管 36号公告为企业将符合 FTA规定的货物保税存储在特殊监管区域和
保税监管场所提供了一定灵活性，但企业在实际操作上依然面临许多挑
战。比如，根据目前严格的文件单证要求， 如果一套单证中某一页骑缝
章不完整，将导致整批货物无法适用优惠税率。因此，企业要增强自身报
关单证归档管理工作。我们建议希望申请上述优惠的企业要与海关和贸易
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保持沟通。 
 
不过，36 号公告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积极的进步，这使得更多中国企业可
以享受 FTA 带来的优惠。几年前，亚洲发展银行（ADB）的一项研究表
明，管理成本过高和缺乏相关 FTA 知识是阻碍企业实施申请 FTA 优惠的
两个最主要原因。而 36 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申请 FTA 优惠税率所需
流程和文档资料要求，有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预料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关注 FTA。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鉴于很多计划建立国际物流配送中心的公司都将某地
区能否享受或是否影响享受 FTA 带来的优惠列为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
这项公告的出台可能有助于增强在中国设立国际物流配送中心的吸引力。
根据该公告，跨国公司可以将符合中国相关 FTA 规定的货物存储在中国
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内， 而在内销时不影响申请相关优惠。更
进一步展望将来，不排除中国甚至会参考新加坡的做法，考虑在其他不涉
及中国的 FTA 框架下为转运或进口后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货物签发未再
加工证明。36 号公告中对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货物的存储加工
状态进行审核的做法，符合很多 FTA 的原产地管理原则，也早已被作为
亚太地区物流中心的新加坡所采用。目前，即便某一批转运货物的最终销
售地不是新加坡，新加坡也可能根据相关 FTA 原产地规则出具未再加工
证明，这是新加坡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一大吸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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