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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关发布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背景 

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是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援助

的一项重要举措。2001 年 11 月，我国首次向老挝、柬埔寨、缅甸 3 

国的部分产品提供特惠关税待遇。截至目前，可以享受对华贸易特别关

税待遇的最不发达国家达到 40 个。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

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2010 年 6月 28日海关总署令第 192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最

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2013年 7月

1 日海关总署令第 210 号公布的《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的决定》

同时废止。《办法》适用于从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并且享受

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货物的原产地管理，反映了中国海关对原产地管理的

新要求。 

主要更新内容 

1. 新增原产货物条件

除“完全在受惠国获得或者生产的”以及“在受惠国境内非完全获得或

者生产，但是在该受惠国完成实质性改变”的以外，在受惠国境内全部

使用符合《办法》规定的原产材料生产的货物也被视为原产于受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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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原产地裁定和原产地声明 

海关已经作出原产地裁定，确认进口货物原产地为受惠国的，如果该裁

定处于有效状态，据以作出该裁定的依据和事实也没有发生变化的，进

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提交原产地声明代替原产地证书。 

3. 新增电子数据信息交换 

对于海关已经通过相关信息交换系统接收受惠国原产地证书、证明文件

电子数据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无需提交相应的纸本单证。 

4. 新增微小含量条款 

在货物适用税则归类改变要求的情况下，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没有发生

所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的所有非原产材料的价值（按照《海关估价协定》

确定）不超过该货物价格的 10%，并且符合《办法》其他适用规定的，

该货物仍然应当视为受惠国原产货物。 

5. 新增累积规则条款 

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材料在受惠国境内被用于生产另一货物的，该货

物或者材料应当视为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 

受惠国是特定区域性集团成员国的，该集团内其他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

者材料在该受惠国用于生产另一货物时，所使用的其他受惠国的原产货

物或者材料可以视为该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 

6. 明确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 

区域价值成分= (货物价格－非原产材料价格)/货物价格×100%，“货

物价格”是指按照《海关估价协定》，在 FOB价格基础上调整的货物价

格。 

7. 更新直接运输条款 

受惠国原产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的，相关货物进

入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停留时间最长期限由 3 个月延长至 6 个月。 

8. 更新微小加工条款 

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的情形由 5 条增至 19 条。 

9. 新增免予提交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的情况 

同一批次进口的受惠国原产货物，经海关依法审定的完税价格不超过

6000 元人民币的，免予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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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根据此次法规的修订，我国的特惠原产地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使之

与中国最新签订的一些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趋同。《办法》中新增

的微小含量条款和累积规则条款使得产品更加容易取得受惠国原产地资

格，原产地裁定和原产地声明的引入让进口人在申明适用特惠税率时有

更多的选择。另外，《办法》明确了应以在货物 FOB价格基础上调整的

货物价格为基础计算区域价值成分，而非直接使用 FOB价格进行计算，

这对企业准确计算区域价值成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除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以外，我国已与澳大

利亚、韩国、瑞士等 12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并现有中国

-东盟、亚太等多个区域性自贸协定安排，从缔约国进口的货物可享受

协定优惠关税。 

各个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的框架和内容不尽相同，具体均通过我国与缔

约方代表的谈判情况确定 。以原产地规则的核心——原产地标准为例，

虽然我国签署的各原产地规则中均以“完全获得”和“实质性改变”为

两项基本标准，但各原产地规则在具体要求上又各有侧重。另外，各部

原产地规则对累积规则、微小加工、直接运输、微小含量、中性成分、

包装材料及容器、可互换材料、成套货品等条款有所取舍，并且同一原

产地规则在不同自贸协定中的内容也存在不一致。 

申请优惠原产地资格和申明适用原产地优惠的企业必须准确理解和应用

原产地标准和其他规则，并对相应原产地规则的更新作出及时调整，才

能保证适用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规性。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各部自贸协定和优惠原产地规则，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包括： 

 协助企业分析适用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可行性，协助企业改进贸易安

排以享受优惠税率，节约关税成本； 

 协助企业加强优惠原产地事务合规性管理，包括原产地规则的应用，

原产地证书的申请，并可以通过对于相关原产地规则适用进行审核，

协助企业及时发现受惠中存在的问题； 

 协助企业通过系统管理工具优化优惠原产地的合规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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