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0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
展的指导意见》即：国发[2012]5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以下简称特殊监管区域）的未来发展勾勒出新的蓝图。
指导意见指出，要整合特殊监管区域类型，促进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
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库存管
理技术的优势。 
 
由于指导意见仅仅建立了政策框架，我们预期海关和其他监管部门将
针对相关政策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虽然尚不能确定出台具体政策的
时间，但可以确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未来发展模式正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  
 
现行特殊监管区域存在的问题 
 
海关对流转于特殊监管区域与境内区外之间以及特殊监管区域与境
外之间的货物实施严格监管。不同类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和
关税政策大致相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传统意义上
的保税区时），税务处理可能会有所不同。问题主要集中在出口退税
时间以及确定出区内销货物的完税价格方面。这些复杂的问题给企业
带来了一些困惑，有时甚至使企业不得不承受因违规导致的处罚和或
承担额外的增值税。 
 
此外，不同的特殊监管区内可从事的业务范围不同。例如，设立在保
税物流园区的企业不能从事保税区的企业可以从事的生产制造业务。
此外，法规也没有对进出特殊监管区域的维修物品的监管进行明确规
定。 
 
因此，亟待设立一个整合优化的特殊监管区域管理机制来解决上
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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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为应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的需要，中国政府机关已力图在指
导意见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总体来看，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 
 
• 整合优化– 逐步将现有的出口加工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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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税
区目前可享受的优惠政策最多以及从事业务种类最多。新设立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望参照综合保税区的模式设立。 

 
• 推动绿色发展和高附加值项目 – 鼓励在综合保税区投资和设立

高科技和研发企业。其他受到鼓励的高附加值项目还包括产品设
计、创立品牌、核心元器件制造（相对于外围设备和配件）及物
流等业务。指导意见同时也暗示了将推动绿色或环保产品和技术
的发展。总的基调即强调要吸引能产生实际经济价值的投资，避
免没有明确经济目的的“盲目”投资。 

 
• 推动自动化和高效率 –特殊监管区域的海关主管部门及受其监

管的企业应使用自动化系统，以达到加快税收征管和简化通关流
程的目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可能
要求企业安装专业的企业资源计划管理（ERP）模块，比如可以
追踪和将实际库存和货运单据相比较的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RFID）。 

维修服务企业先行 

由于缺乏海关方面清晰的操作原则，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维修业务
企业的保税业务操作长期缺乏明确的指引。现行海关法规允许开展中
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售后维修，但是国外产品的维修由于监管上的难题
（例如存货和废料管理），如何操作相对而言仍不明确。 
 
中国海关近日迈出了尝试解决此类问题的第一步，发布内部文件署加
发[2012]455号。此文件可视作为落实国发[2012]58号的精神发布的首
批实施细则。 
 
署加发[2012]455号文件并未突破现行法规对维修业务的限制，但明确
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尝试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维修业务进行全方
位的管理。对开展维修业务的区内企业，署加发[2012]455号特别要求
企业需符合以下监管条件： 
 
1.     具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能够通过与海关之间

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数据交换； 
 

2.     企业内部实施料号级管理，且能够区分来自境内和境外待修货
物、维修用料件及其对应关系等情况；并且 

 
3.      能够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维修废品和边角料。 

 
海关还明确，企业应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境外或境内区外之间进出
的维修货物按照“修理物品”方式进行申报，维修用料件、边角料和
维修废品比照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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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注意的是，海关将运行详细严格的监管系统以管理企业的料号
级数据底账和申报数据。 
 
从境内区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维修后退回到境内区外的已维修
货物，海关比照出境维修货物的有关规定征税。即关税和增值税仅根
据维修费用和用于维修的额外材料的价值计算。同时，对于从境内区
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维修货物不予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经检
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不能维修的待维修货物，应原状态退运至境内
区外或境外。 

毕马威观察 

我们之前的观察与国发[2012]58号文的规定一致，即中国有意推动其
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并削减整体行业的碳排放量。这对于
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从事可再生能源、科学研究及物流的企业、
或正寻求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此类业务以享受各类税收优惠的
企业来说，无疑是个可喜的进展。然而，此举也委婉地向目前仍从事
传统制造业的企业传递了一个信号：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创新、升级并
使其产品和服务类型多样化，以达到新的指导意见下鼓励类项目的标
准，从而规避未来因资质不足而无法享受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惠政策
的风险。因此，现在正是为可能出现的企业合并、新增投资及融资方
式寻求专业咨询的最佳时机，进而以最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实现上述目
标。 
 
我们建议，目前在拥有境外、境内区外和区内多种采购和销售渠道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可将资源用于开发企业资源规划(ERP)系
统及/或辅助程序和设备。目前海关要求区内提供维修业务的企业必
须符合此项标准，可以预料其他行业也可能被要求引入同一标准。如
果能够找到一个整合税务咨询和信息技术咨询两方面的解决方案，就
能够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工具以便合理配置其的系统的功能模块。  
 
鉴于全面实现国发 [2012] 58号文中的发展目标尚需时日，企业仍有充
足的时间规划其未来战略。此外，鉴于政府正着力减少现有政策限制、
推进执法程序统一性，企业将会在选择发展战略及税收筹划方案时享
有更大空间。因此，我们建议特别是从事维修业务的公司尽早咨询专
业的税务顾问，制定合适的发展蓝图，从审阅企业当前生产经营情况、
产品类型及运营地点入手，发掘简化流程、业务创新的机会，并考虑
是否有必要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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