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后疫情时期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中国海关和跨国公司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枢纽，将成为统筹疫情防控和保

障国际贸易安全与便利的重要力量，共同参与“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加强关企协同，

保障贸易安全，加强关企互动，不断深化贸易便利。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签署国包括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总人口达 22.7 亿，GDP 达 26 万亿美元。RCEP 将是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的核心力量，能够为疫情阻断的全球化市场，打造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示范区，

同时进一步提高货物的通关时效。

2021 年 3 月 1 日，海关总署第 137 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7 号）配套执行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水运物流运输、

航空物流运输、公路物流运输等企业单项标准）实施。2021 年 6 月，海关总署发布《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企业信用状况中原有的一般认证企

业不复存在。即将实行的新政对企业信用管理新认证和再次认证带来的影响、一般认证企业何去何从，是企业目前值得关注的热点。

2021 年 3 月 16 日，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在长三角区域海关率先推进“双特”台账试点改革。2021 年 9 月，海关总署第 44 号公告，对公式定价进口货物完税

价格确定，其公式定价是指买卖双方以约定的定价公式确定货物结算价格的定价方式作为确定的完税价格。对于货物申报进口时或在“两步申报”通关模式下完

整申报时能够确定货物结算价格，将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引导企业合规申报，提高贸易可预期性。

随着 2022 版《协调制度》的修订，2022 年 1 月 1 日，新版进出口税则将同步切换，2022 版《协调制度》的调整是近 10 年中改动最多的一稿，共进行了 351 组修订，

修改、删除及增列类、章、品目、子目注释等，涉及食品、化工、纺织品、机电产品、交通工具、文化用品等众多领域，企业需提前做好商品编码修改调整，梳

理企业进出口申报数据，实现贸易合规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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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是全球领先的审计、税务、财务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之一。拥有共同

的信念以及对服务坚定不移的承诺把我们全球各地 152,000 名员工联系在一

起。亦因安永能协助员工、客戶和社会各界发展潜能，我们在行业中別树一帜。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成员机构组成的组织，各成员

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国一家担保有

限公司，并不向客戶提供服务。如欲进一步了解安永，请浏览 www.ey.com。

  

        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自 2003 年起由 KIC China 主办（2007 年 CIT Club 成立并共同组织），安永（Ernst & Young）赞助合办，

是供应链管理与贸易合规管理层每年相聚的一次盛会。论坛汇聚了 200 多位来自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官员及跨国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精

选与企业经营紧密相关的关务、物流、供应链及间接税等议题，着重企业与海关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联系，汇总和展望对进出口经营

有重大影响的已出台或即将出台的政策，共同探寻风险环节、降低经营成本，分享贸易合规的精彩历程。

 

      “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是 CIT Club 与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Ernst &Young）共同打造的中国领先的贸易合规与间接税

管理专业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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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事进出口业务以及产生间接税（如增值税、营业税）的企业，包括：外

商投资生产型企业 外资进出口企业 专业国际物流公司 国有企业进出口部门 

专业咨询公司 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

参会目标企业：A

总裁 / 副总裁 总经理 / 副总经理 供应链副总裁 / 总监 / 经理 物流总监 / 经理 税务

总监 / 经理 / 负责人 财务副总裁 / 总监 / 经理 物料总监 / 经理 国际采购总监 / 经

理 商务运营总监 / 经理 贸易合规经理 关务经理 进出口经理 销售总监 / 经理

谁有必要参加：



支持浦东高水平开放相关政策

a) 全产业链保税制度研究

b) 全面提升总部经济能级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相关举措

a) 扩大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改 

    革试点规模

b) 支持保税燃料油跨关区直供业

    务开展

c) 简化特殊监管区域与保税监管

    场所之间货物流转手续

d) 探索艺术品、赛车等文体领域

    的保税展示交易新模式

保税维修新业态

钻石交易所和宝玉石交易所

简化保税监管场所设立审批

海关稽查政策指引

a) 海关稽查最新动向

b) 企业合规的注意点

主动披露政策指引

a) 海关认可主动披露的条件

b) 主动披露需要向海关提交的材料

c) 海关接受主动披露的事项范围

d) 关于滞纳金减免

“互联网 + 稽核查”

保税稽查

a) 保税领域稽查重点分析

b) 保税领域主动披露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这个新基调赋予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新的历史使命，同时疫情影响下推出的一系列“放管服”措施也得到了进一步

巩固和深化。

        海关稽核查工作作为海关监管的主阵地，在做好传统领域的基础上，在服务贸易、新型业态、涉检领域等担负起全新的

职责。

        2020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国

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两个重磅文件为下一阶段上海地区加工贸易和保税监

管发展指明了方向。

22th第二十二届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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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相关政策： 海关稽查相关政策：

海关核查制度发展历程

核查制度与稽查制度比较

a) 核查定义

b) 与稽查对比

新海关核查制度构建

a) 核查运行体系

b) 分类核查

c) 选查处分离

d) 核查作业标准化

核查制度创新

a) 推进“非侵入式监管”

b) 采信第三方

c) 企业自查结果认可

d) 联合抽查

e) 扩展引入中介适用范围

海关核查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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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协调制度修订解析及行业影响和应对建议

化工品、机电产品、整车及零部件归类疑难

2021 年进出口商品归类疑难解析

商品归类争议解决机制

2022 年进出口税则调整趋势及展望

        为适应国际贸易及商品的发展，更好地履行国际公约，世界海关组织

（WCO）每 4-6 年对《协调制度》进行一次修订改版。继 1988 年起，经过

20 多年的应用实践，协调制度迄今为止已经历届 7 次转版，2022 版《协调制度》

的调整是近 10 年中改动最多的一稿，共进行了 351 组修订，涉及修改、删除

及增列类、章、品目、子目注释等，给食品、化工、纺织品、机电产品、交通工具、

文化用品等众多领域带来影响。

�    作为《协调制度》的缔约方，中国进出口税则、贸易统计、贸易管制以及

其他进出口管理措施都是以《协调制度》商品分类目录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

随着 2022 版《协调制度》的修订，2022 年 1 月 1 日，新版进出口税则也将随

之切换。了解 2022 版《协调制度》修订原因和要点，提前做好商品编码修改

调整、全面梳理自身进出口申报数据，合理反应编码、监管条件和关税税率问

题是企业目前需要关注的热点。 

“双特”风险管控及台账试点改革

特许权使用费估价纳税调整案例分析

汽车行业、医疗及电子行业特许权使用费案例分析

如何配合海关做好转移定价调研探讨

审价办法调整趋势及展望

        特许权使用费、特殊关系，俗称“双特。2021 年 3 月，以解决属地纳税

企业涉及特许权使用费和特殊经济关系影响成交价格的申报困难为契机，海关

总署关税征管司在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和合肥等海关率先推

进“双特”台账试点改革，引导企业合规申报，提高贸易可预期性。

�    试点改革中海关将对涉及“双特”审价风险的企业开展专题研判并建立风

险台账，在事后验估环节中分步推进税收风险排查，引导企业开展自报自缴，

规范申报行为，提高企业守法便利。

      “双特”问题既是企业运营管理的难点和痛点，也是海关税收征管关注的焦

点。而特殊关系影响成交价格的情况由于表现形式隐蔽、认定方式较难等原因，

让很多进出口企业在申报过程中往往会忽视。特许权使用费进口申报过程中需

要关注哪些重点，如何判断特殊关系是否影响价格。

22th第二十二届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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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球经济进入“后疫情”时期，各跨国集团全球供应链安排仍需

应对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各跨国实体间关联交易定价基础仍面临诸多不确

定性。同时，许多跨国企业关联交易定价均基于疫情对生产及销售端影响的风

险性预期，并将随着疫情的发展进行调整，因此许多企业也随之产生了对转让

定价进行调整的需求。�

        2021 年，中国海关对关联交易的审核重心，也逐渐由特许权使用费应税性

转向了对关联进口交易价格合理性的审核。近期，中国海关对全国范围内的多

个行业开展了转让定价专项调研及稽核行动，通过收集海量细分行业价格信息，

逐步摸索建立成熟的、系统的和标准化的转让定价审核机制。同时，基于转让

定价审核环节及方式的差异，中国海关的关税部门和稽查部门也将分别根据其

业务特性，构建不同的审价体系，中国海关对转让定价审核的体系将变得更加

完善和复杂。

�    此次 CIT Club 携手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团

队资深合伙人，将专题为大家分享在全球“后疫情”时期，跨国企业关联交易

定价及调整的考量，以及海关对跨境关联交易定价审核政策的最新动向。

呏烔䯒跤蹺䯓麟趵饉㛨桹䅡駡誒�!諦．鳏�!Cszbo!Uboh

RCEP 协定原产地规则分类

RCEP 协定原产地实体性规则及程序性规则

RCEP 协定原产地规则与生产管理

RCEP 协定原产地规则与供应商管理

RCEP 协定原产地核查与企业原产地合规

RCEP 自贸区内投资中的原产地规则利用

        2020 年 11 月 15 日，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

人会议举行，中国以及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5 个国家

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

易协定正式达成。

       根据 RCEP 协定，企业享受 RCEP 协定优惠关税“红利”的先决条件是

货物符合 RCEP 协定原产地规则。此次旨在帮助 CIT 会员企业了解 RCEP 协

定一般性原产地规则、程序性原产地规则和针对具体产品的特定原产地规则，

并指导企业将原产地规则纳入企业产品的生产管理，根据原产地规则测算产品

是否具备 RCEP 协定项下原产资格，根据原产地规则选择符合规则的产品供应

商，应对 RCEP 协定成员国海关发起的原产地核查，实现原产地合规。

跤蹺㠾釣＝!!熴嬣㯵!!㯵䂏

关税篇

合规管理篇



22th第二十二届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
The 22nd Forum on China Customs & Taxation

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37 号公告解读

《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的变化及相关注意事项

国际 AEO 接轨，一般认证企业去向与应对方案

AEO 认证流程与主体情况变化

海关新认证标准要点及难点分析

海关认证企业管理措施目录

        2019 年，海关对企业信用认证流程做了相应调整，从原有的 2 次现场认

证更改为 1 次现场认证，企业将不再有认证改进的机会。认证的形式从企管

处 + 主管海关现场认证改为双随机的形式，主管海关不参与现场认证，检验

检疫部分也逐渐成为认证的重点。

�    2021 年 3 月，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规定的信用管理措施基础上结合业务开展

情况，进一步细化、完善和创新，在全国推出包含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降

低通关成本、缩短办理时间、优化服务等 5 大类 22 条认证企业管理措施。

         2021 年 6 月，海关总署发布《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

企业信用状况中原有的一般认证企业不复存在。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全国共

计 3801 家高级认证企业，25247 家一般认证企业，而即将实行的新政对企业

信用管理新认证和再次认证带来的影响、一般认证企业何去何从，加强对海关

认证标准的理解、掌握认证要点，是提高企业认证成功率的必要条件。

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目录调整（2021 年海关总署第 39 号）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最新检验政策解读（2020 年海关总署第 129 号）

进口消费品商品检验解析

解读新增法检商品（进口再生金属原料、出口生铁钢坯）

2022 年检验检疫政策展望

        2020 年 12 月 18 日，海关总署 2020 年第 129 号公告，进一步明确进口

危险化学品的填报要求及其具体事项实施，企业需对其进口危险化学品的运输

危险信息提前做出判断。 

        2021 年 6 月 10 日，海关总署 2021 年第 39 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进行调整，

新增法检商品（进口再生金属原料、出口生铁钢坯）。

        随着企业 AEO 认证标准的变化，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食品检疫，法

定商检及商品质量安全管控等都被新增为 AEO 认证的标准之一，如何建立和完

善覆盖出入检验检疫的进出口贸易合规风险体系，让 AEO 认证企业能够享受到

通关、检验检疫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实施的守信联合激励措施等方面的便利措施，

最大化减少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都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

醢犦犦饅!縟閔櫩䖢侐!踽諎呭蘚

醢犦犦饅!麟趵諎絔侐!踽諎呭蘚

商品检验篇

企业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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嬔梕螻䎐

部分合作客户：

企业贸易合规
管理系统

进出口审计与
大数据分析平台

集中制单追踪与
单证制作系统

金二加工与保
税管理系统

集中制单             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单证归档

慧制单目前为某世界 500 强企业旗下近 20 多家工厂提供制单、进

出口数据管理和进出口单证归档业务，年处理单证近 10 万余票… 

�

慧制单进出口数据管理和电子归档服务为企业进出口单证归档业务

创造了新生，抛开纸质归档的繁琐和库存管理的烦恼，自动化、降
低人工错误、及时性是它的新标签。

�

慧制单服务使企业单证归档操作错误率下降 50%, 整体成本下降近 

30%-40% ， 关单对比服务更为企业的关务内控管理提供了有效

地帮助，得到了众多客户的高度好评…

＝蘚豕鲶䯤

在职研究生课程

（申请经济学硕士学位）

专业内训

关务咨询

社会化预归类

亱過桽烏䯤

国际贸易事务高端论坛

专业培训

专题沙龙

“云”会议 

商检沟通日 

＝蘚桽烏䯤

易通关

资讯月刊

政策法规库

专家在线答疑

专业归类解答

海关事务与贸易发展白皮书 （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