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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进行第五次修订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根
据主席令第八十一号进行了第
五次修订，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发布，2017 年 11 月 5 日生
效

根据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进行了第
五次修订，进一步取消了部分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改革。
同时，根据 2016 年《海关法》第四次修订，海关总署在新版《海关
法》发布的同时，还一并调整了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233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暂时进出
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令第 233 号），于 2017

令）。
《海关法》修订历史

年 12 月 8 日发布，2018 年
2 月 1 日生效

2000 年 7 月 8 日 第一次修订
（一） 明确海关的行政权力范围、职责等。
（二） 明确收发货人、报关企业、报关人员等各自的权利义务。
（三） 完善税收征管、加工贸易、特殊货物进出口等方面的规定。
2013 年 6 月 29 日 第二次修订
（一） 调整进出口货物的免于查验手续，将“海关总署审批”调整为
“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制定”。
2013 年 12 月 28 日 第三次修订
（一） 取消报关员从业资格要求。
（二） 简化特殊业务或情形的手续，如进出境船舶和航空器兼营境内
客、货运输免于“海关同意“的要求等。

© 2017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7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
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2016 年 11 月 7 日 第四次修订
（一） 删除了对暂时进出境货物的“经海关批准”程序
为保证海关总署令与《海关法》之间的一致性与统一性，海关总署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布了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
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3 号），根据《海关法》第四次修订做出了相
应调整，取消了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
最新修订内容
1

调整相关条款内容

2016 年 8 月，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 2016 年第 45 号公告（以
下简称 45 号公告），正式取消了加工贸易业务审批。随后，新版《海
关法》删除了相应“批准文件”的描述，同时取消了保税加工料件或成
品转内销的申请原因。

第三十三条
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应当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
向海关备案，加工贸易制成品单位耗料量由海关按
照有关规定核定。
加工贸易制成品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复出口。
新版

其中使用的进口料件，属于国家规定准予保税的，

《海关法》

应当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属于先征收税款的，依
法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内销的，海
关对保税的进口料件依法征税；属于国家对进口有
限制性规定的，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上一版
《海关法》

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和加
工贸易合同向海关备案，加工贸易制成品单位耗料
量由海关按照有关规定核定。
加工贸易制成品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复出口。
其中使用的进口料件，属于国家规定准予保税的，
应当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属于先征收税款的，依
法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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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因故转为内
销的，海关凭准予内销的批准文件，对保税的进口
料件依法征税；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
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毕马威观察
自 2013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以来，中
央政府一直致力于简政放权改革，减少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
提高行政效率，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
此次《海关法》及 233 号署令的调整，也突出了取消审批、权力下放、
简化程序三大主要特点，积极响应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重点。
在加工贸易业务方面，新《海关法》删除了相应“批准文件”的描述，
使 45 号公告取消加工贸易业务审批的规定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对
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相关业务的操作流程加以统一，便于企业顺利开展相
关业务。同时，新《海关法》取消了保税加工料件或成品转内销的申请
原因，这也符合目前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需求，减轻审批压力，提高企
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
在暂时进出境方面，与第四版《海关法》相适应，233 号署令取消了暂
时进出境前置审批程序，将其修改为事前选择性办理确认申请，使程序
相对简化，同时也缩短办理时间，为企业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和准备
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取消了行政审批，但是“办理有关手续”的
规定说明企业仍需通过提交各项证明材料证明暂时进出境行为的合法合
规。此外，对于企业延长复运出境期限，233 号署令通过减少审批环节，
下放审批部门等措施，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审批程序和时间，提高行政效
率，给企业带来便利。
以上调整充分体现了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措施得到贯彻推进。在立法
层面，中央政府也不断致力于简政放权的改革，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企业仍需关注各地海关对相关政策的具体实践，比如部分审批许可
虽然已经取消，但“办理有关手续”、“选择性确认申请”等规定在执
行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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