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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海关总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

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6 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

将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关总署令第 236 号）

《管理办法》概要
预裁定申请资格
预裁定的申请人必须是已经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申请人
仅能对与其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的海关事务申请预裁定。
可申请预裁定的事务



商品归类；



原产地或者原产资格；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相关要素、估价方法；



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海关事务。

申请时间和受理海关
申请人应当在货物拟进出口三个月之前向其注册地直属海关提出预裁定
申请。在特殊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的企业可以在货物拟进出口前三个月
内提出预裁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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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裁定决定书》
申请人在提交《预裁定申请书》后，海关应在 10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
决定；一旦受理，海关应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制发《预裁定决定书》。
除涉及商业秘密的外，海关可以对外公开预裁定决定的内容。
预裁定决定有效期为三年。预裁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海关
规章以及海关总署公告相关规定发生变化，影响其效力的，预裁定决定
自动失效。预裁定决定对于其生效前已经实际进出口的货物没有溯及力。
申请人对预裁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毕马威观察
企业与海关之间在价格、归类、原产地等问题的不同意见是制约进出口
通关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通关后企业受到海关稽查、补征或追征
税款以及行政处罚的主要原因。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企业主要通过事
先口头咨询海关的形式尽可能降低上述海关事务方面的风险。由于事先
的口头咨询在形式上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作为载体，并且不同海关
关员可能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一方法对于企业提高进出口活
动的可预见性作用非常有限。2015 年 7 月，海关总署在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启动了归类行政裁定制度的试点。但是，由于对申请企业注册地
及商品种类等方面的要求，截至目前海关总署作出的归类行政裁定数量
有限，难以完全满足进出口企业的需求。
《管理办法》实施后，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实施预裁定，海关可以将在进
出口环节对归类、原产地、完税价格要素及估价方法等事务的审核提前
到货物实际进出口之前，从而减少在申报时及申报后海关和企业可能产
生的争议，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同时，在预裁定制度下，由于所有直
属海关均有权作出预裁定，相比必须由海关总署授权相关归类分中心作
出的归类行政裁定，海关将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可投入预裁定工作，企业
申请被受理的可能性也将相应地增加。
《管理办法》所确立的预裁定制度是海关继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新海关
稽查制度以及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之后推出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是中国
海关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当今以
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背景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由于此次公布的是管理暂行办法，因此从企业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海
关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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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部门
《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了预裁定申请由申请人所在地直属海关受理，但
对于具体的受理部门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预裁定的商品归类、原产地
以及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相关要素、估价方法等事务会涉及到直属海关内
部的不同职能部门（如关税、价格、归类、原产地等）的工作范围，因
此需要予以明确。
2. 申请材料
《管理办法》没有对申请人应当提交给直属海关进行预裁定所需的申请
材料作出具体规定，有可能会出现不同海关要求不一致的情况。对申请
书、相关进出口货物单证及其他材料作出具体的要求，有利于申请人准
备申请材料和海关预裁定程序的公开性和统一性。
3. 申请的受理
《管理办法》要求海关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0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列
举了三类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但对于其他情形下海关是否可拒绝受理
没有作明确规定。
4. 特殊情况
《管理办法》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的企业可以在货物拟进
出口前三个月内提出预裁定申请。然而，哪些情形属于特殊情况并未在
《管理办法》中进行规定。
5. 预裁定与类似制度的关系
除海关行政裁定制度以外，在《管理办法》公布之前已经存在的对进出
口货物海关事务进行事前审核的制度还包括海关预归类、海关预审价和
原产地预确定等制度。《管理办法》实施后，这些制度与预裁定的关系
以及相关《决定书》的效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明确。
此外，毕马威提请企业关注《管理办法》中的以下内容：
1. 申请资格
在企业委托报关行代理报关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作为申请人向海关提出
预裁定申请，报关行不具有提出预裁定申请的资格。
2. 进出口货物的可预见性
申请人在申请预裁定时，海关可能会要求申请人提供进出口合同或意向
书的复印件、船名、航次等资料和信息，以证明货物拟于三个月后实际
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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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相关要素、估价方法的预裁定
该项预裁定并非是对完税价格本身进行的预裁定，而是对相关要素和估
价方法进行的预裁定。因此，企业可以就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计入进口
货物完税价格、买卖双方特殊关系是否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等事项向海
关申请预裁定，但不能就完税价格的具体金额申请预裁定。
企业可以对自身进出口货物的归类、原产地、完税价格要素以及估价方
法等海关事务进行评估，并可以考虑进行预裁定申请以降低相关海关事
务的风险。例如，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以及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较多的企业
可以考虑申请针对完税价格要素和估价方法的预裁定，进口商品种类新
颖且归类有待明确的企业可以考虑申请归类预裁定。
毕马威会继续关注海关总署和各直属海关之后公布的有关预裁定制度的
规定，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建议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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