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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
背景
近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从 2000 年的 84.54 亿
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1369.5 亿美元，年均增长 22%。至 2014 年，澳大利
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第七大进口来源和第九大出
口方向；而中国自 2010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和第一
大出口方向的地位。
2015 年 6 月 17 日，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代表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
澳自贸协定”）。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启动于 2005 年 4 月，经过双方历时十年的共同努力，双
方于 2014 年 11 月确认并宣布结束实质性谈判。此次协定正式签署，为两
国分别履行各自国内批准程序、使协定尽快生效奠定了基础。
中澳自贸协定内容提要
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
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
占比将达到 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
96.8%和 97%，大大超过了一般自贸协定中 90%左右的降税水平。
据初步测算，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在签署实施后，将使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
产品获得大幅度的关税减免。中国享受较高关税减免的产品主要包括服装
和皮革、电子和机械、其他制成品、钢铁及金属制品，以及化工产品等。
澳大利亚将获得较高关税减免的出口产品集中在能源、钢铁及金属制品、
以及农产品中的牛肉、羊毛、其他农产品、乳制品等。
中澳双边贸易中，农产品比重虽然不高，但从具体产品看，除粮食、棉花、
植物油和糖等产品未列入自由化进程外，与中国国民日常消费相关的牛肉、
乳制品、羊毛、葡萄酒、水产品等，澳大利亚都是中国的重要进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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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关税减让
对于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货品，中国根据其海关税目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
进口关税减让措施，分为 13 个类别：
类别

适用进口关税减让措施

适用税目数量

A-0

自协定生效时起取消并约束在零

2402

A-3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3 次每年等比例
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2

A-5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5 次每年等比例
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5418

B-6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6 次每年等比例
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2

B-8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8 次每年等比例
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18

B-9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9 次每年等比例
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60

B-10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10 次每年等比
例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57

B-12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12 次每年等比
例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3

B-15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15 次每年等比
例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

5

C-10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10 次每年等比
例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并适用规
定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

6

C-12

自协定生效时起分 12 次每年等比
例削减至零并予以约束，并适用规
定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

2

国别关税配额

配额内税率为零，配额外税率为基
础税率

6

D

仍适用基础税率

257

例如，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大麦、氧化铝、褐煤，基础税率分别为 3%、8%
和 3%，根据自贸协定，其实施期类别为 A-0，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实行零
关税。
例如，750 毫升装的澳大利亚产葡萄酒，基础税率为 14%，根据自贸协定，
其实施期类别为 A-5，协定生效后的关税税率减让情况如下：
协议生效后各年关税税率（%）
基础税率
14%

1

2

3

4

5

11.2

8.4

5.6

2.8

0

又如，对于澳大利亚产的奶粉，基础税率为 10%，根据自贸协定，其实施
期类别为 C-12，协定生效后，在未达到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触发水平的前
提下，关税税率减让情况如下：
协议生效后各年关税税率（%）

基础
税率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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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2

8.3

7.5

6.7

5.8

5

4.2

3.3

2.5

1.7

0.8

0

毕马威观察
中澳自贸协定将于两国分别履行完毕各自国内批准程序后正式生效。对于
广大企业而言，需要评估该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价值，利用该协定带来的
机会，更多地享受优惠税率。
我们将密切关注中澳自贸协定的具体内容，并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和分
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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