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快讯
第三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

了解《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参与海关税政调研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已发布《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 自2018年1
月1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的通知 》（税委会〔2017〕
27号）于2018年1月1日生

《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主要修订内容

效

1. 对进口信息技术产品继续降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表修正案》，分别在
2018年1月1日和7月1日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实施第二次和第三次降税。
同时，已降税的信息技术产品取消进口暂定税率。
2. 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除信息技术产品外，调整了14项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包括新增5项、
降低3项、扩大商品范围2项、取消3项、提高1项。具体如下：
• 为鼓励国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以新
增进口暂定税率或降低原暂定税率的方式降低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
平板探测器、多臂机或提花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先进医药原料等
商品的进口关税；
• 扩大汽车进口模具暂定税率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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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限制固体废物的进口，取消废镁砖、废钢渣、废矿渣等商品进口暂
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
• 根据国内外供需情况变化，提高镍锭的进口暂定税率。
3. 取消或降低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
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和出口情况变化，取消钢材、绿泥石等产品的出口关
税，降低三元复合肥、磷灰石、煤焦油、木片、硅铬铁、钢坯等产品的
出口关税税率。
4. 实施新的协定税率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对中国与格鲁
吉亚自贸协定项下的部分产品开始实施协定税率，对中国与东盟、巴基
斯坦、韩国、冰岛、瑞士、哥斯达黎加、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自
贸协定以及内地分别与港澳的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项下的部分商品
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
5. 调整税则税目
2018年税则共计调整34个税号，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 为基础性和前沿性新材料、特色优势农产品和常见日用消费品三大类
增列11个税号；
• 删除近3年贸易量过小的税号；
• 修改部分税号的表述。
毕马威观察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每年对《税则》例行调整，制定《关税调整方
案》，同时对特定进出口商品进行不定期的集中调整，如2017年12月1
日集中下调了187项消费品进口关税。
《关税调整方案》中的各项修订来源于国家各部委以及行业协会根据贸
易情况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报送并经审议采纳的
税则修订议案。其中，海关的税政调研是提出税则修订议案的重要途径
和有效方式。2017年海关以“税政调研”形式提出了93项建议，其中70
项获得采纳，包括48项消费品降税建议和22项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政策
建议，被《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采纳的比率高达75%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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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进行税政调研的流程和时间表如下（注2）。

1-3月

4-6月

7-8月

8/9月

9-10月

7-8月

8/9月

各直属海关征集报送税政调研建议表

各直属海关根据建议表对相关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并
形成调研报告上报上海归类分中心

上海、广州、天津海关归类分中心对上报的建议进行
审核、筛选、整理

上海海关归类分中心将整理好的税政调研建议上报
海关总署关税司

海关总署关税司对税政调研建议进一步审核筛选

海关总署关税司将筛选好的建议上报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海关上报的建议进行审议，
获得采纳的建议将出现在下年度《关税调整方案》中

企业对进出口政策有合理诉求的，可以作为税政调研的建议向海关提出。
通过税政调研可以调整的税则内容包括新增税号、删减税号、降低或提
高暂定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税号覆盖商品范围等。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提出税政调研的建议时，如能综合考虑行业发展
的趋势、税号设置的规则以及海关监管的可行性等因素，将能有效提高
政策建议被采纳的机会。毕马威在宏观政策、各细分行业及海关专业领
域均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协助企业准备和提交对进出口政
策的建议，促进相关税则修订议案的形成和通过。
注1：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杂志》。
注2：相关信息来源于广州海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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