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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新政，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发 [2019] 3号《关于促

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实
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政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将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海关总署会同

税务总局、商务部等14个部委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9年1月2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第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意见》，部署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促进综合保税区升级，打造高水平开放新平台。1月10日，国

务院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即将正式印发实施的《意见》进行了介绍，

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1月25日，《意见》正式发布，共提出了21项具体
任务举措，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

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等
“五大中心”，为新形势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拓展对外贸易、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从1990年开始，我国先后推出了6种形态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从最早的保

税区到后来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跨境工业区，以及

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一般特征是货物在海关的监管下，以免

征关税与进口环节税的方式进入这些特殊监管区域。然而，由于每种特殊
区域都有其不同特性，因此从事不同的业务时其优势与限制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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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种特殊区域功能各异，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逐步将现有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

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区整合为综合保税区，实行

统一化的要求。新设立的特殊监管区域，原则上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
区”。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最高形态，在发挥促外贸、
引外资、引领新业态和推动特殊监管区域综合性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随着综合保税区新政策的出台，它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综合保税区出台的新政策
《意见》明确了要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五大中心，意味着综合保税区
将从过去更加注重对外加工制造、物流分拨为主的功能，持续迈向研发创

新、检验检测、销售服务等环节，力图培育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新优势。关
于综合保税区发展升级的21项具体举措，我们需重点关注：

(一) 积极稳妥地在综合保税区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为便于区内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降低部

分有内销需求企业的税务成本，新政将积极稳妥的推广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

(二) 将在综合保税区内生产制造的手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从自动
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剔除，便利企业内销。

根据《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加工生产的
产品出区销售到国内时，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的商品应当
领取《自动进口许可证》。为解决综合保税区内企业生产的一些手机、汽

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内销比例高、批次多，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办理繁琐、
不便内销的问题，新政明确这些产品内销环节无需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

(三) 除禁止进境的外，综合保税区内企业从境外进口且在区内用于研发
的货物、物品，免于提交许可证件，进口的消耗性材料根据实际研
发耗用核销。

根据规定，综合保税区内企业进口用于研发的消耗性材料进行核销，有效

的解决了进出平衡的问题。此外，一些原先在一线进境环节即需提交许可
证件的货物和物品，在用于研发的前提下，可以享受免证进入综合保税区
的便利。

(四) 允许在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开展汽车保税存储、展示
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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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汽车保税存储和展示，突破了现行的进口汽车“落地征税”的政策，
使得免税进口汽车待销售的方式成为可能。

(五) 对注册在综合保税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的飞机船舶和海洋工

程结构物等大型设备涉及跨关区的，在确保有效监管和执行现行相
关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按物流实际需要，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

针对融资租赁货物所在地与货物租赁贸易进出口所需报关验放的综合保税

区地域跨度太远的情况，考虑到远距离运输的风险较大、运输成本较高，
新政规定综保区海关可以与货物所在地海关协调，允许货物不需要实际进
入综保区，由综保区海关申报，货物所在地海关监督验放的异地委托监管
模式，为注册在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毕马威观察
《意见》部署了着力解决综合保税区发展“痛点”和“堵点”的具体措施，
将保税区内生产制造部分重点产品从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中剔除，允
许整车进口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汽车保税存储、展示等业务。这些
举措有利于便捷货物进出，便利企业内销，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此外，若干意见的政策含金量，不仅体现在极大地拓展综合保税区在加工

制造、物流分拨方面的传统功能优势，而且聚焦研发设计、检测维修、销
售服务，部署了一系列新举措、新突破。

《意见》另一突出亮点，就是责任明确、可评估、可核查。21项任务举措，
均明确了责任分工，还要求海关总署负起设立审核牵头责任、安全准入监

管和事中事后监督责任，相关部门负有配合支持责任，将有利于推进综合
保税区更好地发展。

《意见》出台对综合保税区内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企业可以进
一步关注相关政策的落实措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区内更广泛、更

便利、更高效地开展制造、贸易、研发等业务。

位于其他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可以先行对综合保税区的相关

政策进行研究，待其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后尽早享受
政策带来的红利。

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外的制造型企业，可以考虑将部分加工业务外发
给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分享区内企业既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又享
受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政策的复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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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境外的跨国集团，则可对其在中国各地综合保税区内设立工厂、
物流中心、研发机构等实体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充分享受综合保税区作为
中国改革开放新高地所实行的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毕马威一直以来持续关注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拥有海关、税务、
咨询等各专业领域专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协助：

— 协助企业分析评估实施一般纳税人的必要性，对实施转换过程中的保税
货物核销、设备补税等问题提供咨询建议；

— 协助企业梳理业务线，设计保税业务方案，完善企业贸易流程安排以适
应海关监管要求；

— 协助企业海关业务核销体系优化，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并指导规范操作，
形成执行度更高的核销管理机制；

— 协助区内新设的研发、制造企业申请并获取高级认证信用等级；
— 协助企业开展保税维修、再制造及跨境电商等进出口业务；
— 协助企业顺利完成有关高附加值的医疗设备、试剂进口的注册、备案、
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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