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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系列 ——
上海海关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 14 项监管服务新制度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背景

《上海海关2014年第6号公告》

近期，上海海关宣布在今年上半年以内，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推出 14 项海关监管服务新制度。其中：

《上海海关2014年第7号公告》
《上海海关2014年第8号公告》
《上海海关2014年第9号公告》
《上海海关2014年第10号公告》



7 项监管制度已经以上海海关公告的形式对外发布，并于 4 月 21 日和
5 月 1 日推广实施，具体包括：先进区、后报关制度；区内自行运输制
度；加工贸易工单式核销制度；保税展示交易制度；境内外维修制度；
期货保税交割制度和融资租赁制度。



其余 7 项监管制度将在 5 月 1 日后至 6 月 30 日前分批推广和实施，具
体包括：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简化通关作业随附单证；统一备
案清单；内销选择性征税制度；集中汇总纳税制度；保税物流联网监
管制度和智能化卡口验放管理制度。

《上海海关2014年第11号公告》
《上海海关2014年第12号公告》

14 项海关监管服务新制度要点概述
1

先进区、后报关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6 号公告》）
该制度调整了原来一线进境货物先报关再入区的通关作业流程，允许
企业先凭货物舱单信息提货进区，再在规定的 14 天时限内办理海关
申报手续，从而降低通关时间和成本。之前的阶段已经有 47 家区内
企业参加了试点，5 月 1 日起推广至企业管理类别为 B 类及以上并自
愿参加的区内企业。

2

区内自行运输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7 号公告》）
该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可不再使用海关监管车辆，可以在自
贸试验区内的 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通过信息化系统数据比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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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行运输，从而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之前的阶段有 7 家区内企业参
加了试点，5 月 1 日起在整个自贸试验区全面推广。
3

加工贸易工单式核销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8 号公告》）
该制度依托对使用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的加工生产制造企业实
施的联网管理，取消单耗审核与备案，以企业每日自动发送的工单数
据为基础进行核销，从而使海关监管模式充分尊重企业生产规律，提
高企业优化生产工艺的积极性。之前的阶段已在漕河泾出口加工区试
点取得成效，5 月 1 日起全面推广至区内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

4

保税展示交易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9 号公告》）
该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在向海关提供足额税款担保（保证金
或银行保函）的基础上，允许企业可以在区外或者区内指定场所开展
保税展示交易，对展示期间发生内销的货物实施先销后税、集中申报。
该制度于 4 月 21 日起在整个自贸试验区全面推广。

5

境内外维修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10 号公告》）
该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无污染的境
内外维修业务，海关参照保税加工监管模式，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施管
理，推动加工制造向研发及检测、维修等生产链高附加值的前后两端
延伸，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该制度于 5 月 1 日起在整个自贸试验
区全面推广。

6

期货保税交割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11 号公告》）
该制度允许区内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内以保税监管状态的货物为标的
物，开展期货实物交割。之前的阶段在洋山保税港区试点实施，4 月
21 日起在整个自贸试验区全面推广，交割商品从铜和铝扩展至上海期
交所所有上市商品品种。

7

融资租赁制度（《上海海关 2014 年第 12 号公告》）
该制度允许海关对融资租赁货物按照审查确定的分期缴纳的租金分
期征收关税和增值税，同时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以保证书的方式
提供担保，降低企业成本。之前的阶段在浦东机场综保区试点实施，
4 月 21 日起在整个自贸试验区全面推广。

8

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
该制度将改变传统逐票申报方式，改“一票一报”为“多票一报”，
允许企业货物分批次进出，在规定期限内集中办理海关报关手续，扩
大企业申报自主权，降低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9

简化通关作业随附单证
该制度将取消对一线进出境备案清单以及二线不涉税的进出口报关
单随附单证的要求，只在必要时，才会要求企业提供相关随附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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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之前的阶段，上海海关已经会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取消了一
线进境环节通关单的验核。
10

统一备案清单
该制度将自贸试验区内不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两种备案清单格式
统一为 30 项申报要素，从而实现规范简洁申报，减轻企业负担，推
进自贸试验区一体化运作。

11

内销选择性征税制度
该制度对设在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国内
市场的货物，企业可根据其对应进口料件或实际报验状态，选择缴纳
进口关税。这将吸引更多生产企业入区，有利于企业扩大内销。

12

集中汇总纳税制度
该制度将传统的海关主导型税收征管模式转变为企业主动型的征管
模式。海关在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在规定的纳税周
期内，对已放行货物向海关自主集中缴付税款，海关由实时性审核转
为集约化后续审核和税收稽核，简化税收征管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降低企业成本。

13

保税物流联网监管制度
该制度将改革海关现行的仓储备案、盘库、核销等传统模式，对使用
仓储管理系统（WMS）的企业，实施“系统联网+库位管理+实时核
注”的管理模式，对货物进、出、转、存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管理，
提升物流运作效率。

14

智能化卡口验放管理制度
该制度将要求海关升级改造自贸试验区卡口设施，简化卡口操作环节，
实现自动比对、自动判别、自动验放，缩短车辆过卡时间，提升通关
效率，落实安全高效要求。

毕马威观察
以上 14 项制度是上海海关积极对准国际通行规则，围绕“简政集约、通
关便利、安全高效”的要求，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推出的监管服务制度，将
极大地提高企业通关效率，对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带来积极的影响。
据了解，除了以上的 14 项制度安排外，上海海关还将在保证安全高效监
管的前提下，于下半年按照“成熟一项、推广一项”的原则，继续推出其
他改革创新制度安排，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功能拓展，推动各类新型贸易
业态的发展。我们将积极关注相关制度的出台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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