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2013年 7月 6日，中国与瑞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这是双方经贸合作
上的又一里程牌。此举将大幅降低协议双方的关税税率，并最快将于明年中期开
始实施。考虑到仅仅 9个月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才刚与瑞士签署避免双重税
收协定（DTT）以鼓励瑞士与香港公司间的联合投资，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
进一步巩固两国的经济联系。尽管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并不属于自由贸易协定
的协议方，但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并进行产品生产的香港企业，无疑也将成为此
自由贸易协定的受益方。 

优惠政策 

进口中国产品的瑞士公司和进口瑞士产品的中国公司都会为之振奋。他们要重新
考虑他们未来 5至 15年内的贸易安排及以财务规划，因为在这个时段内大量产品
将适用零关税（不同产品优惠税率的实施时间各有不同）。下表中简要总结了两
国降低税率的时间表:

 
瑞士出口或中国进口 

如果你是瑞士出口商或中国进口商，且目前适用的中国关税
税率为 5%或更低，那么你的关税成本很可能自 2014年中期
起降至零。 
如果你目前适用的中国关税税率高于 5%，那么你的适用税
率将会逐渐降低，自 2014年中期先降低几个百分点，然后
在 5、10、12或 15年内逐渐降至零关税。 

 
中国出口或瑞士进口 

对于中国出口商或瑞士进口商，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除了
少数几种白蛋白）的关税都将得到减免，这将为中国产品进
入瑞士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还有部分农产品不在
减免税范围或只能逐渐降低关税税负。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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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瑞士在中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例如手表、药品和乳制品，他们的关税
降低的速度相对较慢。尽管不是立刻实施零关税，但这些产品的关税还是会在自
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年内平均降低 1至 3个百分点，并在以后年度持续降低，
在 10至 12年内降至零。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中国出口至瑞士的主要产品，包括纺织品、轻工业产品和机
器设备，将在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起立刻享受到优惠政策。 

从降税时间表来看，出口至瑞士的中国产品将享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 

考虑到目前距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不足一年，建议各公司（尤其是中国出口商）应
尽早熟悉协议的复杂之处——尤其是原产地规则。税则中不同章节的商品都可能
有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可能是税则归类改变，或是从价百分比（最高达 70%），
或是制造加工工序，或是上述三者的组合。 

常见误解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一个企业常见的误解是，只需要在一个缔约方进行转运或者
进行简单的包装流程，就可以使他们的产品满足适用自由贸易协定优惠的条件。
但根据原产地规则，无论是瑞士或中国的产品必须先满足“实质性改变”原则（第
3.2条（二）），才能享受协议优惠。如果仅在缔约方进行简单的加工过程（在第
3.6条中列举的加工类型）或仅仅是过境货物，不应赋予原产地资格。 

与之相关的另一种常见误解是认为通过非缔约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转运，都将自
动取消该产品在进口国享受协议优惠的资格。事实上，虽然直接运输（即产品直
接由制造商发给进口商）是享受协议优惠的一般性规则，但本协定原产地规则的
直接运输条款（第 3.13条）特别规定了若转运货品未进行进一步加工并一直处于
非缔约方的海关监管之下，也可以享受协议优惠。 

更多的机遇 

根据第 3.13条第二段，在满足上述直接运输条款的前提下，允许货物在非缔约方
进行物流分拆并仍然能在最终目的地享受协议优惠。这对于已经或计划在中瑞之
外第三地设立分拆后复出口的区域性物流配送中心的企业将非常有利。 

如果能充分理解和运用原产地规则，中瑞两国企业可以考虑基于自由贸易区开展
更加宏大的供应链重组，通过中国（拥有 25个自由贸易伙伴）和瑞士（除欧盟以
外还拥有 39个自由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由于原材料
和半成品可以通过零税率和低税率进口至瑞士和中国，中瑞两国企业生产的成品
输往中瑞双方的自由贸易合作伙伴时，可以享受降低税率或零税率，但前提是这
些成品必须满足相关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 

除了即将实行的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还有一系列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考
虑或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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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协作 

由于该自由贸易协定能为中瑞双方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
应当仔细研究这些规定，以便灵活调配不同职能和业务以满足自由贸易协定的要
求。在某些情况下，这需要从整个集团层面发起，将财务、供应链/物流、客服、
生产、工程和信息技术（IT）等不同部门的成员进行统筹与以保证协调一致。 

信息技术的重要性 

随着基于 ERP系统的贸易合规解决方案和功能模块的成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渐
渐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策略中的关键因素。尤其对于那些需要追踪成千上万
原材料和库存编码的企业，只有通过 IT解决方案才能确保满足自由贸易协定原产
地规则的合规要求。当然，这些 IT解决方案只有满足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国监管法
规的要求，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企业最好能得到外部的协助，根据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的实际情况，对 IT解决方案的内容、配置和执行等进行个性化设
置。 

立刻行动 

在不到一年的准备期中，企业需要马上行动。首先要评估该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
价值，如果判断有利用价值，就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实施。否则，如果不马上利用
该协定带来的机会，其他竞争对手将积极筹划，并领先一步。 

 

 

中国大陆目前
的自由贸易伙
伴 

双边协议 区域协议 
• 香港 

• 澳门 

• 台湾 

• 哥斯达黎加 

• 智利 

• 冰岛（已签）  

• 新西兰 

• 秘鲁 

• 新加坡 

• 瑞士（已签） 

• 巴基斯坦 

• 亚太贸易协定—由孟加拉国，印
度，老挝，南韩，斯里兰卡组成 

• 东盟—由文莱，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组
成 

在考虑中的目
标 

• 印度 

• 韩国 

• 日本-韩国 
在谈判中的目
标 

• 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阿曼 

•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由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斯
威士兰组成 

• 澳大利亚 

•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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