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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出台新政，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关总署关于规范加工贸
易项下进口消耗性物料管

背景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规范、统一海关监管，海关总
署于近日相继出台了多项加工贸易管理有关公告。

理的公告》（海关总署公
告 2016 年 67 号，以下简

2016 年 11 月 24 日，海关总署发布 67 号公告，明确了消耗性物料的海

称“67 号公告”），于

关监管问题，以解决多年来缺乏统一性管理的现状，为各地海关和相关

2016 年 11 月 24 日发

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了操作指引。

布，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
• 《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内开展委内加工业
务的公告》（海关总署公
告 201 6 年 6 8 号 ，以
下简称“68 号公告”），
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发
布生效
• 《海关总署关于出境加工业
务有关问题的公告》（海
关总署公告 2016 年 69
号，以下简称“69 号公
告”），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发布,30 日生效
• 《海关总署关于实施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账册“一次备

11 月 25 日，海关总署出台了 68 号公告，对自 2014 年推出的委内加工
业务的管理进行了规范，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利用剩余产能承接
境内区外企业的加工业务提供指南。28 日，随着出境加工业务的成功试
点，海关总署又发布了 69 号公告，对出境加工业务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为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海关总署于 11 月 29 日相继发布了 70 号和 72
号公告，账册“一次备案、多次使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
等海关创新措施正式从局部试点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全面推广。
主要内容

67 号公告：
对消耗性物料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不属于消耗性物料的情形；同时以列
举的形式规定了不得以加工贸易保税方式予以备案进口的商品。公告还
明确了消耗性物料的监管方式、分项申报、后续处置等问题。

68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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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多次使用”有关问题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 70 号，以下简称
“70 号公告”），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发布
生效
• 《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

对委内加工及货物进行了界定，强调委内加工用料件包括来自境内区外
的非保税料件和区内企业保税料件，且后者需要事先向海关报备并进行
相应的账册核增核减。
对业务操作和监管进行了规范。区内企业须设立委内加工专用电子账册，
对委内加工货物和其他保税货物分开管理和存放。在料件和成品进出区
时，区内企业须填报《进/出境备案清单》，区外企业须填报《进/出口
报关单》。

管区域“仓储货物按状态
分类监管”有关问题的公

公告明确了加工增值费用和委托加工成品应分列商品项申报，海关对加

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工增值费用征税，不对委托加工成品征税。

年 72 号，以下简称“72

69 号公告：

号公告”），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发布生效

对出境加工及适用范围进行了界定，企业开展该业务需满足一定要求。
规定了对出境加工货物的监管方式，在信息化系统上线之前暂用纸质账
册进行管理。明确了企业账册设立的时间、手续、核销期及核销方式。
公告明确了出境加工复进口货物应分项列报，对原货物进口价值不征税，
海关按照境外加工费、料件费、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和保险费
等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70 号公告：
通过信息联网，区内企业在账册备案环节向主管海关一次性备案企业、
进出货物信息等内容，经海关核准后，在开展海关业务时可多次使用，
无需重复备案。

72 号公告：
通过计算机仓储管理系统，允许非保税货物以非报关方式进入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存储，与保税货物一起集拼、分拨，并最终离境出口或出区返
回境内。
毕马威观察

67 号公告：
多年来，由于不同性质企业被允许以保税备案进口的消耗性物料不同，
导致各地海关对于加工贸易项下消耗性物料的管理执行不统一。作为海
关总署的重点改革项目之一，67 号公告对加工贸易项下消耗性物料的
定义、监管方式、申报等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企业需对相关操作方
法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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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性物料保税监管的范围
67 号公告对消耗性物料保税监管的范围进行了统一规定，企业，尤其
对于以前由于性质不同适而用范围不同的企业，应对该变化加以关注。
申报管理
海关对消耗性物料按照保税方式进行监管，企业在申报进口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

手（账）册管理：消耗性物料应当与相应加工生产过程的进口料件、
出口成品纳入同一手（账）册管理，并按要求向海关申报。

•

申报：消耗性物料应当与其他保税料件分项申报，不得归并。

68 号和 69 号公告：
随着国内市场的日益繁荣，加工贸易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2012 年，珲春海关开展出境加工业务试点，借助境外劳动力开展出境
加工再返内销的业务。2014 年，委内加工业务试点又相继在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开展。这两项创新业务开启了加工贸易的新时代，为区内外加
工贸易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海关总署本次以正式公告的形式对
出境加工及委内加工业务的定义、开展地、业务形式、监管方式等进行
规范，对区内外的企业都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区内企业
委内加工业务的开展，使得区内企业在承接境外加工业务的同时，还可
以逐步开拓国内市场。一方面，区内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剩余产能，降低
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海关以加工增值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企
业税收成本降低，大大增强了竞争力。面对外需持续疲软、加工贸易不
断下滑的现状，区内企业应抓住此次机遇，及时进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区外企业
出境加工业务的开展，使区外企业能整合国内外劳动力资源，缓解订单
过剩，生产线超负荷运转的困境。同时，在出境加工贸易中，原材料出
口时可凭担保暂免征税，而制成品进口时，海关仅对境外增值部分征收
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税负。而委内加工业务的全面
开展，也使区外企业在寻找加工贸易合作伙伴上有了更多选择，这有利
于区外企业减轻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
提高生产效益。同时，利用区内企业的高质量水平和工艺水准，也有利
于区外企业提升竞争力，把握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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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号和 72 号公告：
这两项创新措施都是先在自贸区试点，后推广至全国各类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以期更好的发挥特殊监管区域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内
外贸一体化的作用。我们可以期待，将有更多自贸区的试点政策在未来
复制推广至全国。
70 号公告
区内企业在向海关备案经核准后，无需重复备案，不仅加快了通关效率、
降低了通关成本，还进一步推动了 “保税展示交易”、“保税维修”
等创新业务的发展。
72 号公告
通过计算机仓储管理系统，打破物理围栏，实现保税货物与非保税货物
两仓合并，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利用企业和海关
系统联网，实现了企业信息和海关系统的对接，有助于强化海关对非保
税仓储货物的监管。
此外，随着区内企业的经营模式逐步向利用两个市场转变，境内采购和
内销的需求上升，为促进区内企业充分享受税制改革红利，重庆、江苏
等综合保税区已经开展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在此情形下，
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措施的全面推广无疑为日后在全国海关特殊监
管区扩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增强区内企业
参与两个市场的竞争能力。
同时我们也提醒企业注意，在享受上述便利措施的同时，需要加强合
规性的管理，以应对海关的相关稽核查。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加工贸易项下的多项改革创新措施，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及时跟进最
新消息，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包括：
•

协助企业开展包括加工贸易业务在内的进出口业务“健康检查”，
查找并评估相关潜在风险，优化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建设；

•

协助企业梳理加工贸易手册设立、核销，或账册管理的各环节，从
而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管理流程，更好的适用各项创新举措；

•

协助解决加工贸易单耗争议、内销补税价格磋商等管理难点问题；

•

协助申请区外保税维修、区内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等创新性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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