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中韩两国海关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大韩民国关税厅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制度与大韩民国进出口安全管理优
秀认证企业制度的互认安排》及近日两国海关完成互认正式实施前的试点
工作，两国海关决定自2014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互认安排且我国海关总
署于2014年3月7日发布了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20号，即关于正式实施中
韩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的公告。 
 
在该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以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将在对韩贸易中享受通关便
利、节省通关时间。因此，现行管理级别未达到AA类的企业，尤其是正
在或计划与韩国企业进行贸易往来的企业，将有更大的兴趣申请成为AA
类企业。同时，对已经成为或准备申请成为AA类的企业来说，为应对海
关的验证稽查，提前进行全面的健康审阅都是有必要的。 
 
政策概述 
 
AEO是世界海关组织旨在构建海关与商界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贸易
安全与便利目标而引入的一项制度。海关据以对守法程度、信用状况和安
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认可，从而给予其切实便利和优惠措施。 
 
中国海关积极响应世界海关组织的倡议，签署实施《标准框架》的意向书，
且于2005年至2008年间积极进行AEO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于2008年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170号令，以下
简称《分类办法》）和配套的相关规定，标志中国海关将AEO制度转化为
国内立法。现行的《分类办法》（海关总署第197号令），将AEO制度关
于守法、贸易安全和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伙伴关系等实体要求，以及贸易便
利措施、验证程序纳入其中。 
 
企业分类管理中的AA类企业是中国海关的“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以
下简称“AEO企业”）。现行管理级别为A类的企业，必须先向主管海关
提交申请，并经过中国海关实施的验证稽查，即海关针对需验证或已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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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通过实地稽查或日常监控，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验证企业内
控制度、财务状况、守法状况和贸易安全情况动态监督企业进出口活动，
规范企业内部管理，促进企业守法自律的一种企业稽查方式。中国现有AA
类企业约3000家左右。 

 
主要规定 
 
1 互认范围 
 
我国海关接受韩国海关认证的进出口安全管理优秀企业（以下简称“认证
企业”）为韩国的AEO企业，韩国海关接受我国海关认证的AA类进出口企
业为我国的AEO企业。 

 
2 便利措施 

 
双方海关相互给予对方AEO企业的进口货物如下通关便利措施：降低进口
货物查验率；简化进口货物单证审核；进口货物优先通关；设立海关联络
员，协调解决企业通关中的问题；非常时期的优先处置。同时，消除不同
国家海关关员的重复现场查验。 
 
为了确保互认安排的顺利实施，中韩海关在2013年8月至10日进行了AEO
互认安排试点。显示，中方试点进口企业平均进口时间较试点前提高了67%，
现为167分钟，比非AA类企业进口平均通关时间为355分钟，明显便捷，效
果明显。 
 
3 申报方式 
 
1）我国海关认证的AEO企业直接出口到韩国的货物，享受韩国海关给予
的通关便利措施途径：我国AEO企业将AEO认证编码（AEOCN+在中国海
关注册的10位企业编码）通报给韩国进口商，由韩国进口商据此向韩国海
关获取与认证编码相匹配的海外业务伙伴代码（CN+6位企业名称+4位编
码+1位验证码），并录入认证企业信息。韩国进口商进口申报时，韩国海
关将该认证企业信息和中国海关事先提供的认证企业信息进行对碰，在两
者一致的情况下，进口通关环节自动适用便利措施。 
 
2）韩国海关认证的AEO企业直接出口到我国的货物，享受到我国海关给
予的通关便利措施的途径：我国进口商向我国海关申报从韩国AEO企业进
口货物时，应在进口报关单“备注栏”处填入由韩国海关认证的AEO编码。
我国海关将该编码与韩国海关事先提供的认证企业信息进行对碰，在两者
一致的情况下，进口通关环节自动适用便利措施。 
 
毕马威观察 
 
目前，中国海关分别与新加坡、韩国、香港签署了3个AEO国际互认安排，
香港的尚在实施准备中。此外，中国海关与欧盟、美国和中国台湾的AEO
企业互认安排也在磋商过程中。中国AEO企业将可以通过AEO互认享受越
来越多外国海关提供的互认通关便利。 
 
企业获得AA类企业级别后，在享受通关便利的同时，应注意保持良好的
进出口管理水平。海关进行检查时若发现企业存在违规或走私情况，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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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其进行分类的降级处理。作为对于A类和AA类企业的管理，总署近
期安排各关在三年内对AA及A类企业进行“回头看式”稽查，所以建议相
关企业可提前作健康审阅，以确定科学管理模式，降低风险。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AEO制度，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包括： 
 
• 协助企业加强海关合规性和内部控制，改善供应链管理，包括企业的通
关操作管理、关税管理、相关设备管理、外汇管理等； 
 
• 协助企业申请适用AA类管理，包括资料的准备和递交以及与相关关员沟
通等工作； 
 
• 协助企业在提升到AA类企业后，可能面临的三年内所须接受的海关验证
稽查等。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毕马威海关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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