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为了和国际通行的 AEO 制度接轨，中国海关总署即将简化对企业的分类，
企业分类将由原来五类简化成四类，并且对高信用企业从实行一次性认定
转为动态调整。这些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企业认证标准、认证稽查管理、高
信用企业可以享受的通关便利待遇、企业管理水平的要求、新旧制度过渡
时期企业分类的继承等问题。因此对于相关进出口企业、尤其是对希望提
升企业管理级别以享受 AEO 便利待遇的企业来说，了解新制度及其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海关自 1988 年起开始探索建立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制度，并发布实施
《海关对信得过企业管理办法》。随着企业管理需要的发展，海关总署先
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
71 号令）（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下称
《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70 号）（2008 年）。《管理办法》到目
前为止已经实施近 6 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海关业务领域和职责任
务的不断拓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和执法实践需要，故海
关总署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
行办法》）。与《暂行办法》对应的《海关企业认证标准》（下称《认证
标准》）也有望于年底公布实施。 

本期中国税务快讯对《暂行办法》重点内容进行了梳理，以供相关进出口
企业参考。 

修订重点 

本次新企业分类管理办法主要是为了和国际通行的 AEO 制度接轨，且统
一明确海关给予不同信用等级下企业不同通关待遇，并与即将出台的企业
量化认证标准相匹配。与现行《管理办法》相比，《暂行办法》的变化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海关出台新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 近期，海关总署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
法》，已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公布，并将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与
该办法对应的《海关企
业认证标准》也将于今
年底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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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分类方法的变化 

新形势下，海关进一步对接国际 AEO 制度，认证企业（包括高级认证企
业和一般认证企业）作为中国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享受缔约国
相应的通关便利措施；对高信用企业从实行一次性认定到动态调整，进一
步降低了海关风险；实施验证稽查打分制，明确了执法标准, 海关企业认
证标准指标在进行最后完善中。 

 

• 简化企业分类。由原来五类（AA，A，B，C，D）简化成四类（高级
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失信企业），进一步对接
国际 AEO 制度，高级认证企业和一般认证企业作为中国海关经认证的
经营者（AEO），高级认证企业明确了，除适用一般认证企业管理原
则和措施外，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措施，但一
般认证企业尚需要中国海关开展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的 AEO 互
认，是否在日后也能给予互认 AEO 企业相应通关便利措施，取决与各
国的谈判结果。 

• 实施动态调整制度。《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海关对高级认证
企业应当每 3 年重新认证一次，对一般认证企业不定期重新认证。未
通过认证的企业，不再适用认证企业管理，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成为认
证企业；未通过高级认证但符合一般认证企业标准的，适用一般认证
企业管理”。  

• 用法律形式明确海关执法中引入中介机构。海关企管部门延续稽查部
门的做法，并在《暂行办法》中明确 “海关或者申请企业可以委托具
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认证；中介机构认证结果经海
关认可的，可以作为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 

• 明确企业调整所对应的信用等级。当企业名称或海关注册编码发生变
更时，海关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认定结果和管理措施可继续适用或对于
解散和新设企业视为首次注册企业。具体分为分立（存续和解散）及
合并（新设和吸收） 

2 进一步明确各类企业的通关待遇 

本次《暂行办法》在立法层面保障了认证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明确了失信
企业的监管措施。 

• 一般认证企业适用下列管理原则和措施： 

（1）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 

（2）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 

（3）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 

（4）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管理原则和措施。 

• 高级认证企业除适用一般认证企业管理原则和措施外，还适用下列管
理措施：  

（1）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海关估价、原产地或者办结其他海
关手续前先行办理验放手续； 

（2）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 

（3）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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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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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措施。 

• 一般信用企业适用海关下列管理原则和措施：  

（1） 正常的进出口货物查验率； 

（2） 正常的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 

（3） 顺序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 

（4） 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管理原则和措施。 

• 失信企业适用海关下列管理原则和措施： 

（1）较高进出口货物查验率； 

（2）进出口货物单证重点审核；  

（3）加工贸易等环节实施重点监管； 

（4）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管理原则和措施。 

3 创新海关管理措施 

本次《暂行办法》在海关管理措施中引入建立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首次
提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表明海关执法管理越发透明，更提高了企业
违法的成本并鼓励企业守法经营。 

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海关应当采集能
够反映企业进出口信用状况的下列信息，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1）企业在海关注册登记信息； 

（2）企业进出口经营信息； 

（3）AEO 互认信息； 

（4）企业在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 

（5）其他与企业进出口相关的信息。 

《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海关应当在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的前提下，公示企业下列信用信息： 

（1）企业在海关注册登记信息； 

（2）海关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认定结果； 

（3）企业行政处罚信息； 

（4）其他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 

毕马威观察 

《暂行办法》是海关在现有的企业分类管理制度上的一大改革，展望未来，

企业仍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 据悉，关于现行制度与新制度的衔接过渡问题，将如下处理：企业目
前仍可以正常申请高级认证，12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的认证指标。（由
各直署海关掌握），之前ＡＡ及 A 类企业将直接转为对应的高级认证
或一般认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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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行办法》将实施动态调整制度。尤其是海关对高级认证企将每 3

年重新认证一次，对一般认证企业不定期重新认证，这对企业提出了
更高的保级管理要求； 

• 据悉，《暂行办法》实施后，可能由各关企管部门负责，从实地认证
到定级及管理，改变之前由稽查部门实施认证稽查，企管部门负责管
理的做法。此外，海关将加大引入由海关认可资质的第三方中介（专
业公司）协助实施认证工作的力度。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发展变化的企业信用管理环境，建议相关进出口企业做好应对准备，

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包括： 

• 对贵公司的进出口通关业务从申报价格、海关商品归类、原产地、外
汇管理、禁止或限制类进出口商品、特殊监管区域交易模式、特许权
使用费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进行合规性审阅； 

• 对贵公司的通关业务相关内部控制从一般贸易管理、减免税进口设备
管理、进出口许可证件和商检管理等方面进行审阅； 

• 对贵公司的进出口和物流的内部控制从组织机构控制、信息系统控制、
内部审计控制等方面进行审阅； 

• 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协助贵公司进行资质认证，包括按标准实施实
地认证检查、提供整改建议、提交认证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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