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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全面推广汇总征税改革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海关总署公告 2015
年第 33 号——关于
在全国范围推广汇
总征税

海关总署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发布公告《海关总署关于在全国范围推广
汇总征税》（以下简称“33 号公告”），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汇总征税改革，对符合条件的进出口纳
税义务人在一定时期内多次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实施汇总计征，以帮助
进出口企业提高贸易便利化，降低通关成本。33 号公告还对企业申请
汇总征税需符合的条件、申请和使用方法以及违规的惩戒措施等做出了
具体的规定。
背景
汇总征税是海关税收征管作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也是分类通关
和无纸化通关改革的需要。海关总署于 2013 年 8 月起开展汇总征税的
试点，参加试点的第一批海关为北京、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上
海、青岛、广州和西安等 9 个海关。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汇总征税的
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最终推广到全国。
汇总征税制度简介
海关在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前提下，在审核报关单无误后即可验放货物，
并允许企业在规定的纳税时限内集中缴纳税款。
根据 33 号公告，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应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
门申请开展汇总征税，提交《汇总征税企业专项评估表》，并列明拟开
展汇总征税的一个或多个直属海关。适用汇总征税模式的企业应是进出
口报关单上的经营单位，并且符合以下条件：
（一）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用户；
（二）企业类别为一般认证及以上；
（三）上一自然年的月均纳税次数不低于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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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申报符合规范要求，提供海关单证审核必要的资料和信息，
遵守海关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纳税及时；
（五）无其他不适合汇总征税的情形。
企业在通过资信评估后，需向属地关税职能部门提交总担保。总担保的
形式包括保证金和保函，保函的受益人包括企业注册地直属海关以及其
他拟汇总征税的直属海关。
若企业出现欠税风险，征税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可以冻结企业的总
担保备案，并且暂停其汇总征税。企业不再符合汇总征税申请条件，或
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两次以上超期纳税或存在少缴或漏缴税款等税收
风险的，属地关税职能部门将取消其汇总征税资格，并制发《取消适用
汇总征税作业模式告知书》。
毕马威观察
汇总征税制度是海关对进出口税收进行征缴的一种创新作业模式，通过
延伸征管空间来实现海关对纳税资信良好的企业的集约化管理。汇总征
税制度可以为守法企业提供便利措施，提高通关效率，减轻资金周转压
力。
毕马威建议符合汇总征税适用条件的企业，及时向海关申请，获得适用
汇总征税制度的资格，以享受该制度带来的便利。
毕马威国际贸易及海关团队有丰富的关务知识和经验，可以在企业准备
申请汇总征收资格、办理银行担保、建立海关沟通渠道等方面为企业提
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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