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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8年3月以來，美國總統川普陸續發布了一系列關稅

措施，包括對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及鋁製品分別加徵了

25%和10%的關稅（232號措施），並根據301條款調查

單方面認定結果發布了一份對原產於中國的進口產品加

徵25%關稅的清單。中國政府也祭出反擊政策，針對進

口至大陸的美製產品加徵關稅。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增溫，兩國逐漸採取實際行動，美國

總統川普於9月17日宣布美國對市值加總將近2,000億美

元的中國進口產品課徵額外關稅，24日正式生效，此舉

將中美貿易戰推向一個新高峰。

不少台商係透過位於大陸之工廠生產產品銷往美國，生

產基地位於大陸，難免受到波及。值此時刻，企業管理

階層需要迅速對此做出因應，並試著尋找減輕關稅的方

式以降低對利潤之衝擊。

為使企業對於中美貿易戰相關議題及可以採行的因應策

略有更清楚及全面性的認識與瞭解，KPMG推出本特

刊，期能協助企業做好周全準備。

本特刊內容於實際操作上，仍應以實際個案情形、國際租稅原理最新

發展、當時法令、解釋及稽徵實務見解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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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301條款

依據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美國政府可藉由關稅

或其他行動來因應其他國家對美的貿易障礙。美國貿易

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於

2018年7月6日起對818種中國進口產品課徵25%關稅，

這些商品被歸類為「第一批清單」，著重於工業機器、

車輛、電子設備、醫療設備等產品。第二批則於8月23日

起對市值將近160億美元的279項中國進口產品課徵關

稅。

但近期且影響最大的是從2018年9月24日起，美國將開

始課徵第三批的關稅，估計有5,745項自中國進口產品須

加徵10%關稅，並且2019年起將調升至25%。

此舉將大幅影響將近2,000億市值的中國進口產品，並幾

乎影響所有產業，例如消費性產品、紡織品、化學用

品、電子商品、工業設備及建築設備與材料。之所以一

開始只課徵10%關稅是為了讓美國公司有時間因應，及

時調整供應鏈或採取其他行動來減輕關稅負擔。

中國政府聲稱會對所有美國採取的關稅措施做出同等的

回應。

中美雙方貿易摩擦幾乎每日都有新發展，KPMG建議應

儘早評估可能影響，規劃企業短、中、長期企業策略，

同時從兩國關稅角度研析可行方案以協助降低額外關

稅。

中美貿易摩擦創高峰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貿易戰背景

2018年3月以來，美國總統川普陸續發佈了一系列關稅

措施，包括對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加徵25%

和10%的關稅（232措施），以及根據301調查單方認定

結果發佈了一份擬對原產於中國的進口產品加徵25%關

稅的清單。該清單包括約1,300個美國海關八位元稅則編

碼產品，主要涉及航空航太、機械、醫藥、通訊、電器

等領域。

作為對232措施的回應，中國自2018年4月2日起對原產

於美國的水果、堅果、葡萄酒、西洋參、無縫鋼管等共

計120項進口產品加徵15%的關稅；對豬肉及製品、鋁廢

碎料等共計8項進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稅。另外，中國擬

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產品

加徵25%的關稅。

雖然於5月間中美雙方曾一度想就貿易歧見達成共識，但

6月15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產品加

徵25%的關稅，其中，針對340億美元中國出口產品加徵

的額外關稅已經在7月6日生效。在中國予以對等還擊之

後，7月10日，川普政府又命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研究

對額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10%的關稅，中

美貿易衝突面臨進一步升級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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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301條款影響產品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受301關稅條款影響之產品清單

(包括但不限於)：

第一批清單：

以下商品之設備及零件：電梯、推土機、堆高機、海上

鑽油平台、農業設備、食品製造設備、電腦設備、X光

機、核磁共振與超音波設備、電子式病人生理狀況監控

儀、心律調節器、印表機、軸承、紡織品加工設備、金

屬加工設備、橡膠加工設備、軍備。

第二批清單：

塑膠或塑膠產品、農業用具與設備、電子設備、半導

體、二極體、光纖、電信產品、鐵路設備與車體、馬達

與發電設備。

第三批清單：

消費品（背包和行李箱、運動用品、腳踏車和家具）、

食品（肉品、海鮮、堅果、水果、蔬菜、穀類和調理食

品）、香煙、個人護理用品、化學商品、石油、木製品

和建築材料、紙類製品、紡織品、金屬（貴金屬、鋼、

鋁、銅、鐵、鎳）、印刷設備、工業設備、HVAC空調系

統以及消費性電子設備。

計畫中之301關稅條款 (第四批清單)：

總額高達2,670億美元的各產業中國進口產品。

美國對自中國進口之產品加徵關稅清單

鋼鐵製品、鋁製品（232號措施） 已生效

鍋爐、機械器具、電機、汽車、飛

機、船舶、醫療儀器設備和零件

（818種產品，340億美元）

7月6日生效

潤滑油/製劑、化學品（部分）鋼

鐵製品（ 279項產品， 160億美

元）

8月23日生效

食品、化學品（部分）、紡織品、

汽車零件（超過5,745項產品，

2,000億美元）

9月24日生效

總額高達2,670億美元的各產業中

國進口產品

尚未公布



6©  2018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美國201、301及232條款影響產品

232條款

第一批清單

301 條款

第二批清單 第三批清單

美國祭出懲罰性關稅之理由

目標產品

侵害美國產業

201 條款

KPMG 觀察

中美貿易摩擦對在大陸生產加徵關稅產品的企業將帶

來關稅成本增加、因類似產品較其他國家生產者將包

含較高成本，影響在美市場之競爭力，導致經營風險

上升。除此之外，相關產品的上、下游企業可能也會

受到其他客戶或供應商關稅成本增加而帶來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中美雙方加徵關稅措施的實施關鍵是

根據原產地，即如何確定進出口的商品是否原產於中

國或原產於美國，而不是以貨物的起運國或貿易國為

判斷要素。故企業即便透過第三地銷往美國，只要原

產地在中國，仍要考量是否受影響。

危害國家安全中國對美不公平貿易與剽竊智慧財產

進口洗衣機及

太陽面板產品

$340億

美元

$160億

美元

$2,000億

美元
鋼鐵製品、鋁製品、汽車

為保護本土產業，允許加徵

關稅
工業設備、

電子儀器、

汽車、醫療

設備及其他

產品

農業設備、

電子產品、

電機、塑膠

產品及其他

產品

消費性產品、

紡織品、化學

品、建築材

料、農產品及

食品、及多種

其他產品

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授權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

下課徵額外關稅，此次對象為鋼鐵及鋁製品；另亦

研究其他國家的相關措施，此外亦正評估對於進口

的汽車產品課徵額外25%關稅。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企業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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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美貿易戰四步驟

訂價

• 彙整企業交易的資料及數據，辨識潛在受影響的產品及生產

線，確認是否列在增加關稅的名單中，進而評估對企業整體的

影響
1

3

2

• 根據上述結果以及國際間最新貿易戰發展，評估對企業整體的

影響後，擬定短期、中期及長期業務策略，例如短期產品訂價

策略、中期銷售策略，與長期供應鍊與產地是否需改變。

• 辨識及評估各項潛在的規劃因應方案，例如改變產品原產地之

供應鏈及生產流程的調整，確認產品真正稅則稅號，適用自由

貿易區等，以減輕貿易衝突造成的影響

4

面對日益增溫的中美貿易戰，公司可先彙整目前各項產品及生產線是否受兩國貿易措施影響，評估各項可能降低關稅因

應方案之可行性，並規劃對公司短中長期之業務策略與供應鏈，降低加徵關稅之影響，也可以企業帶來增強產品銷售的

競爭力。

KPMG建議採取以下步驟：

• 執行上述步驟規劃之方案，可能包括與政府機關、相關交易方及企

業內部妥善溝通，以落實策略與行動計畫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彙整資料
瞭解現況

評估降低
關稅方案

規劃業務
因應策略

落實執行
方案



9©  2018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9©  2018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Step 1: 彙整資料，瞭解現況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首先，公司需要辨識出可能受到影響的產品及生產線；這

與產品的原材料組成、材料來源地、供應及生產鏈中的布

局以及其從事的加工程序、外銷的據點及銷售條款等因素

密切相關。故此，公司可透過不同資料來源，先收集彙整

上述資料，以利辨識出潛在受影響的產品及生產線。

進一步檢視這些影響產品在稅則稅號或原產地判斷上的正

確性，或是否有規劃空間，在估算影響數後，對於接下來

要採取減輕關稅的措施，才能評估成本效益，與規劃企業

未來因應策略。

彙整交易資料

中美兩國對商品編碼的認定規則不同

6位的商品編碼在WTO成員國一般是通用，但中國和美國

對同一貨物可能有不同理解，得出不同的商品編碼。

中美兩國對「原產地」的認定規則不同

中美貿易戰下的報復性關稅適用「非優惠原產地」規

則中美兩國均使用WTO原則：(1)完全獲得；(2)實質

性改變

若仍未能確定，可向海關申請事先裁定

判斷某項產品是否受到中美雙方關稅措施影響，不外乎兩大因素：

 稅則稅號：是否屬貿易戰清單中的相關產品？

 原產地：是否源自中國大陸/美國

• 產品材料清單

• 供應商資料

• 生產流程資訊

• 海關資料

• 銷售資料

• 內部系統

• HS codes

• 供應鏈

• 合約

• 預測

• 應用資料分析工具

• 可行性分析

• 影響評估

資料分析彙整資料 資料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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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評估降低關稅方案

降低關稅之因應對策依其對價值鏈影響可分以下幾大類

檢視適用

稅則稅號

根據商品性質

重分類

根據原產地

重分類

修正報關

交易價格

分析是否可

免徵關稅成本

申請適用首次

銷售原則

重新審視產品

訂價策略

適用關稅

優惠措施

自由貿易港區

再出口之

關稅退稅

檢視非供銷售

商品是否有機會

免徵關稅

改變製造

採購流程

原物料

供應商產地

改變設計或部份

製程可能改變

適用稅則

改變製造產地

價值鏈規劃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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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是否將會加徵額外關稅，主要受兩大因素影

響：產品稅則編號及原產地。較為根本性的因應之法，

建議需要評估是否調整目前的供應鏈安排或生產流程：

1. 檢視商品適用稅則稅號，歸類規劃：

能否將部分的生產流程移到美國，使在進口時由需課額

外關稅的完成品改為不受影響的半成品？

例：將對美國出口的電腦設備分開進口不同的零件，整

套的設備和不同的零件，適用的稅率有可能不同。

2. 原產地規劃：

能否將部分生產流程從中國大陸移走，以改變產品的原

產地？

惟需注意中美兩地在判定原產地時採用的具體標準略有

不同：

 中國海關主要以稅則歸類改變、區域價值成本及製造

或加工工序三方面作為評定原產地的依據

 而美國目前對此尚未有成本法令，依據法院判決、海

關相關規定及解釋函令等每個個案進行判定

Step 2: 評估降低關稅方案（續）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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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評估降低關稅方案（續）

自由貿易區

美國當地設有不少自由貿易區，如一般國際慣例適用境

內關外的概念，國外貨物或原材料進口到自由貿易區暫

不課徵關稅，減輕於美國當地從事加工及貿易等企業之

現金流壓力，鼓勵國外企業增加當地投資及帶來就業機

會。因應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企業可考慮將在這些自由

貿易區設立分銷中心或加工據點，以配合原本的美國客

戶訂單，減低成本及提升業務競爭力。

美國復出口退稅機制（Duty Draw Back)

依美國相關海關法令，就進口到美國再出口的進口貨

物，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 (如: 未有發生重要改變) ，可退

還已繳納之關稅。另外對於用作擬出口產品使用的相關

進口原材料，可事先向海關申報事先審核，通過審核後

有機會能適用關稅退稅。

進口原料零件
或是產品

關稅免稅
出口貨物

延期繳納
關稅

關稅免稅

境內消費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關稅退稅

加工

出口

已繳關稅

退稅

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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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關稅上對進口商品的優先訂價方法是採交易價

格，當商品進口至美國前經過多層轉售 (multiple

sales)，「首次銷售原則」允許進口商在特定情況下以首

次或先前售價作為關稅上的價格，而非進口商最後買進

貨物支付的價款，因為首次銷售原則可降低進口商應支

付的關稅，進而使落地關稅成本下降。例如以中間商

（例如台灣公司）自美國客戶接單後，下單請大陸廠生

產，由大陸廠直接出口至美國客戶處為例，若能符合首

次銷售原則規定，則可以大陸出廠價格申報關稅。惟應

注意美國海關對適用此原則有需多要求與規範，企業需

審慎規劃以符合條件。

依美國相關海關解釋函令(HQ H004683)，在申報進口報

關價格時，部分運輸成本得排除在報關價格以外，惟需

要提供充分的證明文件佐證。故企業應檢視目前的運輸

成本並妥善收集相關資料，以利評估及運用有關規定降

低關稅影響。

Port
Security
Charge

Terminal
Handling
Charge

供應鏈

保全費

運貨商

預訂費

裝箱場
站費

文件費原產地

處理費

港口

保全費

首次銷售原則

製造商 中間商 美國客戶

首次銷售
(發票1)

第二次銷售
(發票2)

成本能否明確劃分

Step 2: 評估降低關稅方案（續）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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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規劃業務因應策略

目前無人可以預測中美貿易摩擦將持續多久，影響程度有多大，企業於規劃策略時，宜自短、中及長期考慮：

短期策略

• 辨識及評估受影響的產品及額外關稅成本後，與交易客戶及關係

企業溝通協商過渡期方案，包括移轉訂價上面的調整等安排，維

持企業競爭力。

中期策略

• 評估能否善用目前的美國稅收優惠或機制，如自由貿易區及美國

當地進口產品再復運出口之關稅退稅機制。

長期策略

• 長遠而言，亦應該妥善優化報關價格的機制，包括利用「首次銷

售」原則、並將貨物成本明確拆分以及移轉訂價方面的規劃，在

緩解貿易戰帶來影響的同時，亦可長遠管理企業之關稅成本。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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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規劃業務因應策略(續)

價值鏈及生產流程的調整除關稅外，亦會對集團往後在各地的利潤分布、稅務成本及營運成本等造成重大影響，故必須

綜合考量，才能作出平衡並訂定合適的應對之法。

01

營運架
構分析

01

02
03

03

移轉生產流程的
相關成本

將部分程序移到美
國達到改變進口時
之海關分類

將部分生產
或加工流程從大

陸移往
其他地區

從海關原產地判定角度分析，需

移轉多少及哪些生產流程，或改

變原材料的來源地等，才能達到

改變產品原產地的效果？

從海關分類角度分析，如何移

轉部分流程到美國當地，才能

達到改變產品進口美國時之海

關編碼分類？

在改變生產流程時，需考慮一次性

的成本，包括技術及營運上的，以

及稅務上的成本；如會否影響當初

在大陸取得之地方補貼及優惠需返

還？

交易流
及

價值鏈

04

往後之營運成
本影響及利潤
分配佈局

在改變交易流及價值鏈的同時，

能否同時降低往後的營運成本？

此外亦需同時分析此後利潤分配

佈局，從移轉定價角度一併考量，

才能全面評估稅務的潛在影響，

作出適合的因應。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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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落實執行方案

彙整交易資料，辨識出可能受影響的產品及生產線

修正企業產品的海關編碼歸類，必要時與海關溝通以取得

明確意見

申請適用中國或美國關稅優措施，如自由貿易港區及出

口退稅等安排

若利用「首次銷售」原則及成本明確拆分等安排，應配

合移轉訂價方面的規劃，管理關稅與所得稅方面風險

變更企業供應鏈及生產流程的產品，應同時評估往後的各

地以及集團整體的營運及稅務成本

移轉業務的相關財務及稅務成本也應一併考量

在執行方案的過程中，與受影響的客戶、供應商、內部團隊及子公司及各地的主管

機關(包括海關及稅務機關等) ，均需作充分溝通及協商。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面對中美貿易戰，
台商企業之稅負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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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之企業
全球佈局

面對中美貿易戰，台商企業可先彙整目前各項產品及生

產線是否受兩國貿易措施影響，影響有多大？是否可能

被第四波的貿易戰波及?因貿易戰情況時時更新，建議台

商企業不論是已受影響還是將來可能受影響，都要同時

評估各項可能降低關稅因應方案之可行性。

自檢視適用稅則稅號是否有誤開始、修正報關交易價

格、申請適用美國關稅優惠措施，例如自由貿易港區、

再出口關稅退稅等，長期而言，因此次貿易戰是根據原

產地，即如何確定進出口的商品是否原產於中國或原產

於美國，台商企業亦可考量需移轉多少及哪些生產流

程，或改變原材料的來源地等，進行價值鏈調整｡

價值鏈調整過程中除關稅議題外，需併同考量相關跨國

移轉訂價之利潤分配、公司稅務影響、原始投資架構調

整可能衍生稅負成本、是否於其他國家設立新公司、或

是進行企業併購買下當地現有生產類似產品之工廠、當

地租稅優惠申請、台幹高階外派員工個人稅務等議題，

除此之外，在國際反避稅的趨勢下，不僅台灣有反避稅

修法，受控外國公司（ CFC）與實際管理處所

（PEM），也將面對資訊透明的要求，例如要求申報國

別報告及集團主檔，相關利潤分配也可能受到各國國稅

局質疑，皆必須妥善規劃。

• 執行上述步驟規劃之方案，可能包括與政府機關、相關

交易方及企業內部妥善溝通，以落實策略與行動計畫

中美貿易戰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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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KPMG 台灣在全球會員事務所團隊合作支援下，可以為企業提供全面性的稅務諮詢與執行方案，涉及國外法

令及國外會員所之實務見解部份，將以KPMG 台灣為單一窗口，我們很榮幸就中美貿易戰相關稅務議題提供

服務。

KPMG

稅務管理與諮詢

• 協助評估因應價值鏈的調

整及台灣反避稅修法，集

團投資架構與交易架構調

整之台灣稅務影響

• 因應利潤配置之調整，協

助與台灣稅局進行溝通及

協商

國際租稅諮詢

• 協助企業評估移轉至

其他國家之稅務成

本、須遵循的法令、

稅務要求與相關租稅

優惠

• 協助企業與KPMG會員

事務所協調聯繫，於

執行方案時進行風險

及租稅效率之控管

全球人力資源管理

• 協助企業外派員工方

案之稅務諮詢

• 協助外派員工個人於

台灣及當地國之稅務

遵循申報

關稅

• 協助評估商品分類編

碼及原產地判定是否

有進一步優化之空間

• 協助評估美國額外關

稅加徵可能之影響及

提供因應方案

• 協助執行前述方案並

與各地海關進行溝通

及協商

全球移轉訂價與
價值鏈稅負優化
管理

• 協助企業評估因應各

國法令及BEPS反避

稅要求分析集團各地

的利潤分布調整

• 協助企業準備各國移

轉訂價遵循文件

• 協助企業與各國稅局

對前述調整進行溝通

及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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