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发，疫情在全球流行加速传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中国的外贸发展也面临多年来未

有的严峻挑战。疫情期间，海关出台了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零延时通关、应对疫情促进外贸稳增长、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多项

贸易便利化政策，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和外贸稳增长。

2020 年 1 月 25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7 号《关于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捐赠物资办理通关手续的公告》实施，为全力保障疫情捐赠的

进口药品、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治器械等防控物资快速通关，各直属海关现场设立进口捐赠物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绿色通道快速验放。

2020 年 2 月 24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36 号《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通关事项的公告》实施，海关接受市场化排除报关单进口申报，降

低部分商品对美加征关税、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并发布了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第一次排除清单。

2020 年 4 月 20 日，延续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7 号《关于升级金关二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系统有关事宜的公告》实施，加快推进金二特殊区域管理

系统切换，停止自贸区信息化系统所有入区进库功能及金二系统全面切换工作。

2020 年 6 月 12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75 号《关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实施，进一步推进跨境电商稳外保业的快速发展，

实现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物可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互联网 + 海关”向海关提交申报直接出口送达境外。

2020 年 7 月 1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78 号《关于调整加工贸易内销申报纳税办理时限的公告》实施，为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在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内加工贸易企业，采用“分送集报”方式办理，按照现行规定进行申报纳税。企业集中办理内销申报和纳税手续，促进加工贸易货物内销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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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
措施

后疫情时期

灵活查验

全球产业链挑战同力协契 复工复产六稳六保

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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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

优化

分析当前形势，剖析政策变化

传动政企之声，搭建沟通平台

共享成功经验，开启合规之门

拓展职场人脉，领航精英聚会

2020年11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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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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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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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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工贸易受疫情的影响更为快速直接，面临需求端和供

给端“双向挤压”。2020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及时出台了四项重要举措：暂停征收内销缓税利息；扩大内销选择性征

税试点；优化加工贸易结构；调减禁止类商品目录。

        随着加工贸易“向内”、“向外”双向转移，延长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转型升级，加工贸易保税

维修再制造等新业态发展，为加贸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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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时期，加工贸易企业相关鼓励政策：

对区外加工企业内销征税，由按月申报放宽至按季申报 

年内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

进一步研究扩大加工贸易手册免收风险担保金范围

集团保税监管试点，试点企业免予办理外发加工备案手续

进一步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

特殊区域内加工企业分送集报由按月申报放宽至按季申报

“四自一简”政策在所有特殊区域推广

内销选择性征税政策在所有特殊区域推广

综保区保税维修制度创新

依托两区优化扩大特殊区域保税研发试点范围

稽查与保税篇

       随着 2019 年 10 月海关总署第 161 号公告的实施，海关为企业主动披露制度建立了容错纠错机制，旨在为诚信企业开

辟出一条绿色通道。2020 年初至今，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互联网 + 海关”网上申报方式，重新规范了海关内部受理程序，

对受理、核实、审核和处置等程序进行了优化。旨在让更多的守法诚信企业享受到海关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应对疫情大考，

促进外贸稳增长。

       而随着海关通关制度的全面改革不断深化，海关监管重点前推后移的措施逐步落实，海关稽查已经成为海关后续监管的

重要手段，特别是以特许权使用费为核心的价格稽查，成为海关稽查的重中之重。

特许权使用费海关稽查案例探讨

重点原产地案例分析与讨论

应税协助案例分享与探讨

“互联网 + 主动披露”，主动披露制度实施现状与企业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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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企业 AEO 认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版 AEO 认证标准中，认证标准的增多，具体标准更严格，

取消规范整改，标准体系更加科学等新变化，加上疫情影响，企业 AEO 认证工作存在一定难度和障碍，仅仅是危机管理增

加内容已经无法让企业更好的解决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疫情期间全国海关暂停新 AEO 认证公司的申请，以及老 AEO 认证公司的复审工作，重新 AEO 认证公司暂时处于暂

停状态，8 月全国海关重启认证通道，针对高级认证企业开展重新认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企业更应利用好海关给

予的政策便利措施，了解 AEO 认证方法的变化，变通与评估方案，分析认证过程中的疑难，完善内审制度，提升内部规范管理、

提高企业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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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 AEO 企业的影响与应对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AEO 认证方法的变化、变通与评估方案

后疫情时期，新认证标准下，企业 AEO 认证需关注的重点与变化

企业重新认证的难点分析

企业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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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迎来一周年。从总体方案中分解出的 78 项政策和制度创新任务完成

过半，已落地 45 项，另有 22 项已形成方案。国家、上海市、管委会累计制定发布各类政策 107 个，形成典型创新案例 32 个，

差异化探索的广度、深度、力度正不断加大。

       临港新片区开放型政策制度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新片区提出的“五个重要”新要求，实现“五个自由”和“一个便利”

等制度创新，将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构建最具国

际竞争力的规则体系。

五个重要，五个自由，一个便利等创新制度的实施现状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六个“特”，实现全球重要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港

特殊税收政策实施方案

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差异点

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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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在进出口货物贸易中，合规风险存在多种形式诸如归类、价格或者原产地申报，以及进出口管制项目的申报，常见

申报不实的违规风险或者其他监管风险，而被海关行政处罚，尤其是针对进出口商品的归类申报问题，时常会引起海关与企

业之间争议不断。

       解决商品归类技术性归类差错，企业需要删单重报，补缴税款，如遇到商品归类申报不实，需移交缉私，行政处罚，有

时可能还会引起不同的法律责任。海关如何客观公平地处理企业归类申报错误的事项，是企业和海关共同关注的问题。

疫情防控物资商品归类指引

机电产品、整车及化工品归类疑难解析

中美贸易战中应关注的焦点商品

商品归类争议的解决机制

2021 年进出口税则调整趋势及展望

税控篇NO.4

        近几年，转让定价对于海关估价的影响一直是海关管理的重要工作。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进出口企业盈利水平产

生一定的影响，进口商品的价格变动可能会引起海关质疑。

       近期，海关陆续针对企业就“转移定价”进行调研，要求企业提供包括业务模式、进口货物类别、竞品信息等相关情况说明，

尤其关注企业关联交易采购涉及转移定价情况。确保转让定价安排同时符合海关和税务两方面相关法规的合规要求，有效地

管理进出口业务和合规性，满足海关估价的合规及风险管控要求，这无疑对跨国关联交易企业带来了挑战。

海关对转移定价审查的法规及最新变化、监管趋势

疫情期间，转移定价安排考虑疫情影响情况

如何配合海关做好转移定价行业调研探讨

海关价格质疑磋商流程

案例分析

醢犦犦饅!衃敒嬕諎嗁!麽樴侐!踽諎呭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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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检融合之后，检验检疫职能并入海关，检验检疫的相关规范与要求也已融入到企业 AEO 认证中。作为 AEO 认证标

准及海关日常监管的新增重要内容，检验检疫相关合规管理将成为企业在进行信用等级认证及进出口相关业务时需要重点关

注的事项。

       许可证管理、商品质量安全等合规性要求的管控，重视检验检疫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建立和完善涵盖出入境检验检疫在

内的进出口贸易合规风险防控体系，在满足 AEO 认证标准的同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防范合规风险，以便在合规前提下为

自身争取应有的政策便利，都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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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关检融合下，（旧）机电商品、化工品、危化品

及医疗器械检验监管流程变化及对企业影响

进口服装质量安全评价制度

跨境电商的检验检疫监管要求

危险化学品检验监管政策疑难解析

2021 年政策展望

商品检验篇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原产地规则已从单纯的“海关技术性问题”发展为各国实施国际贸易政策措施重要工具，其中所

采用的原产地判定标准各不相同，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交错纵横，互相牵制，利用得当，可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提升市场竞争力，

因此原产地制度深刻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投资、战略规划和营销策略选择。

        2018 年以来，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摩擦，双方发生几轮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为原产于中美两国的商品，因此

商品实际原产地成为判断中国企业出口货物到美国是否被加征关税的关键。企业掌握进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判定，做好原产地

管理措施将在这场争端中减少产生的影响。

�     2020 年 8 月 10 日，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决定开展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原产地证

书签证智能化、标准化，更能提高企业贸易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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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判定规则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合规要求

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与无纸化原产地证书

规范申报与证书填制要求

原产地规则合理运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关税篇NO.6



        长期以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重点监管对象，对出口至中国境内货物进行严格的贸易管制。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利用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对部分中国企业巨头进行限制或制裁。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

中国出口管制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且在出口管制领域也急需一部总领全局的法律。

        2017 年 6 月，商务部牵头启动了出口管制法起草工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征询公众意见，意见

稿的出台预示着在将来，中国将有一部统一、单行的出口管制法律，其中的很多内容反映了我国出口管制的现状和未来，是

风向标也是指路灯，值得企业密切关注。

        2019 年 5 月 , 发布的《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出口管制法》列入 2019 年的立法计划中，受到中外

企业高度重视 , 可见中国海关对贸易管制和合规的关注与实践正逐步加强。

21th第二十一届中国海关与税务论坛

中国出口管制工作基本情况

近几年中国出口管制政策法规中的新变化

《出口管制法》立法进展情况

出口管制合规要点

企业申请两用物项、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流程介绍及注意事项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给国际贸易及供应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进出口环境日趋严峻，世界经济发展前

景不容乐观，各跨国公司在确定关联交易转让定价过程中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

�    2020 年，“海关一体化改革”第三年，“关检全面融合”第二年，随着海关总署京津、上海和广州三大税收征管局的机

构重组完成，全国各地海关管理组织架构、人员职责划分等多个方面重新调整后分工逐步明确，中国海关对关联交易的审核

重心也逐渐由前些年的特许权使用费转向了关联进口交易的价格审核。

�    今年以来，陆续有企业反映收到了来自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就进口货物的“转让定价”进行调研的通知。此次专题为进

出口企业分享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企业关联交易定价的考量，以及海关就跨境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审核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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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制篇NO.7

合规管理篇NO.8

新冠疫情对跨境关联交易定价政策的影响

海关对关联交易的关注及最新动态

对关联交易定价海关合规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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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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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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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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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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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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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