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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关全面推广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改革

背景 

在海关对加工贸易的保税监管实践中，以合同为单元的监管模式与现代企

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越来越不相适应，为顺应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解决海关

以合同为单元监管与企业生产实际脱节问题，海关总署积极推进加工贸易

及保税监管业务改革。 

2017年7月，海关总署在天津、沈阳、南京等9个海关率先进行改革试点，

选择部分电子化手册管理模式的企业实施“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

式”（以下简称“新监管模式”）改革，2018年2月，试点范围进一步扩

大到上海、宁波、青岛、厦门等26个海关，各试点海关结合各自实际，选

择有需求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展试点工作。近日，海关总署

发布《关于全面推广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改革的公告》，决定在全

面范围内推广实施新监管模式。 

主要内容 

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是指海关实施的以企业为单元，以账册

为主线，以与企业物料编码对应的海关商品编码（料号）或经企业自主归

并后形成的海关商品编号（项号）为基础，周转量控制，定期核销的加工

贸易监管模式。 

企业准入和企业退出 

实施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企业，须是以自己名义开展加工贸

易业务的生产型企业，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海关信用等级为一般认证及以上的； 

第十五期 二零一八年六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关总署关于全面推广以

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改

革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8年第59号），于2018

年6月21日发布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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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关信用等级虽为一般信用企业，但企业内部加工贸易货物流和数据流

透明清晰，逻辑链完整，耗料可追溯，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如有企业出现以下情形，将不再适用新监管模式： 

1） 海关信用等级降为失信企业的；

2） 内部信息化系统不完备，加工贸易货物流和数据流逻辑链条不完整，耗

料管理不能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3） 不能规范办理海关手续，不能按要求及时提交、保留、存储相关数据、

单证和资料的； 

4） 主动申请不实施新监管模式的； 

5） 其他需要撤销新监管模式的。

新监管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新监管模式下，企业自主申报、自主选择的空间更大，海关监管流程和

办理手续也更为简化和便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账册设立 
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和经营特点自主选择料号或项号设立账

册，以料号或者项号申报进出口 

核销周期 自主选择核销周期，自主选择单耗申报时间 

外发加工 不再报送收发货清单，留存资料被查 

集中内销 集中于每月 15 日对上月内销保税货物办理纳税手续 

深加工结转 
集中于每月月底对上月深加工结转情况集中申报，不再报

送收发货记录，留存资料被查 

剩余料件结转 核报前，以剩余料件结转方式处置实际库存 

自主核报 
核销周期 1 年内，企业自主核报核销；核销周期超过 1

年，企业进行年度申报 

自查自控 
企业自查自控发现问题，主动向海关申报，并提出整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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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在新监管模式下，以企业为单元对加工贸易业务进行管理，使得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行业特点、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水平，按照实际需求和自身生产

规律设立账册、确定核销周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自主核定单耗，在生产

完成后申报单耗，这都大大提升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自主选择性和灵活

性，并解决了企业单耗申报不准确的实际操作难题。 

与此同时，海关放宽内销集中申报期限、集中处理保税货物、简化外发加

工和深加工结转的申报手续，都使得整个业务流程和办理手续更加便捷高

效。 

另外，新监管模式为企业提供自查自核、主动申报容错机制和救济途径，

减少企业非主观故意的程序性违规，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的海关合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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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中国海关对加工贸易监管改革顺应经济的发展，
形成了以企业自律管理为主的更加灵活机动新型
加工贸易监管机制。然而，新的监管模式也给企
业提出了更高的合规性管理要求。毕马威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协助： 

•  协助企业设计加工贸易业务方案，包括来料加
工和进料加工选择，完善企业贸易流程安排以适
应新监管模式的要求； 

•  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不同状态的保税货物处置
及账册核销协助； 

•  协助解决加工贸易单耗争议、内销补税价格磋
商等难点问题； 

•  协助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健康检查，查找并
评估相关潜在风险，优化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建
设；  

•  协助企业优化内控体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并
指导规范操作，形成执行度更高的加工贸易内控
管理机制 

 
 

 

 

 

 

 
 
 
                                创新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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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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