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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新政出台，行业迎来诸多利好和发展机遇  
背景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策

并扩大适用范围。随后，相关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法规新政，调整规范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业务，扩大优惠措施，明确监管新要求。新政策将于2019年

1月1日起正式生效。在本文中，毕马威将介绍相关法规的主要内容，并对

其给跨境电商行业带来的利好与机遇做简要分析。 

新政的主要内容 

监管适用得以明确 

2016年5月以来，我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实行“暂按个人物品监管”的

过渡期安排，存在各方权责不清、政策预期不稳定等问题。新政出台，明

确了“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我国对跨境电商零售的管理结束了长

达两年半的“过渡期”，为与《电子商务法》对接做好了充分准备。 

参与各方权责明晰 

新政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行为中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

商、消费者及政府部门各自负有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便于各参与主体

规范自身行为，确保政策可落地、可执行，有效的保障各方利益，规范行

业健康发展。 

限值提高、清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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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了新政前后的变化。 

比较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后 

单次交易限值 2,000 元 5,000 元 

年度交易限值 20,000 元 26,000 元 

超过单次限值但未超过

年度限值的单个商品 
按照一般贸易管理 

按照跨境电商渠道 

货物税率全额征税 

超过年度限值的商品 按照一般贸易管理 按照一般贸易管理 

商品清单税目总数 1258 个税目商品 
新增群众需求大的 63

个税目，达到 1321 个 

需要说明的是，新政对于“超过单次限值但未超过年度限值的单个商品”

允许按照跨境电商方式进口但全额征收税款，与老政策相比，虽然在税款

方面未有减少，但避免了一般贸易货物监管方式复杂的程序和监管条件，

这将极大的便捷消费者购买单件贵重消费品，有利于国内消费水平进一步

升级。 

与AEO认证对接 

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企业纳入海关信用管理体系，根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异

化的通关管理措施。海关信用管理等级对于企业通关的效率至关重要，高

级认证企业的平均查验率不到一般信用企业的20%。 

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新政在现行15个试点城市基础上，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北京等22个新批跨境

电商综试区城市，进一步完善区域布局，也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监管条件放松 

明确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首次进口

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这是有关具体监管要求的基础，也是行业企

业最为关注的问题。 

守法合规要求更加严格 

新政对参与主体的守法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于违规参与制造或传

输虚假“三单”信息、为二次销售提供便利等，将被依法进行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利用其他公民身份信息非法从事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业务的，海关按走私违规处理。同时，禁止消费者购买用途为“个

人自用”的商品再次销售，跨境电商完成的零售业务，就是产品流通的最

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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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跨境电商行业满足了发展迅猛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与广大消费

者利益息息相关。此次新政出台，对行业发展影响重大。 

过渡期结束，跨境电商行业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从“暂按个人自用物品监管”到“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进行监管”，对于

行业来讲，意味着目前监管方式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安排，这有利于形成

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跨境电商企业做更长期的商业谋划。新政

对跨境电商行业做出了肯定和支持，促进其规范化健康发展，维护公平的

市场环境。 

诸多利好惠及广大消费者 

限值提高，清单增加，更多的、更高端的消费品可以通过跨境电商零售方

式进口，既增大了跨境电商经营者的经营范围，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模式留下探讨空间 

新政对于在特殊区域外开展的“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模式，定义为“原则

上禁止”。但事实上，保税区外的体验店和自提业务，一直是跨境电商经

营者和消费极为期待的。新政保留了对特殊情况的讨论空间，如何规范明

确特例情况、如何进行实际操作、监管部门如何进行管理等，都有待进一

步探讨和关注。 

守法合规要求更加明确和严格 

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等各方在享受利好和

优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自身的合规性，充分了解自身在业务中需要遵守

的事项，重视自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合规性建设。 

KPMG密切关注跨境电商发展新动向，在宏观政策、跨境电商行业及海关

专业领域均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可提供如下服务，与广大客

户一起，紧抓机遇，稳步发展。 

• 跨境电商企业设立协助、运营咨询和税收分析。 

•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归类、审价、通关问题等专项协助。 

• 合规性检查审阅及优化建议。 

• 跨境电商企业AEO认证申请和重新认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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