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9 月 4 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递交接受书，标志着中国
已完成接受《贸易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议定书的国内
核准程序，成为第 16 个接受《议定书》的成员。《协定》旨在便利各国贸
易，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将在三分之二以上
WTO 成员接受后生效。 
 
背景 

 
贸易便利化的议题最早于 1996 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被列入 WTO 工作日
程， 2004 年 10 月贸易便利化谈判组成立，谈判正式启动。在成员提案的
基础上，《协定》文本草案于 2009 年 12 月形成。2013 年 12 月 7 日，巴厘
部长会议通过决定，结束《贸易便利化协定》谈判。2014 年 11 月 27 日，
有关落实《协议》的议定书最终得以通过，将《协定》纳入《世贸组织协
定》附件 1A 中，赋予了《协定》作为一项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法律地位。 
 

《协定》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定》，成员需从以下方面推进贸易的便利化： 

1. 进出口相关信息的公布与获得。 

2. 进出口法规的评论机会、生效前信息及磋商。 

3. 税则归类、原产地等事项的预裁定。 

4. 行政决定的上诉或审查程序。 

5. 增强公正性、非歧视性及透明度的其他措施。 

6. 关于对进出口征收或与进出口相关的规费和费用的纪律。 

7. 货物放行与清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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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抵达前处理申报； 

- 允许电子支付税费； 

- 清关和税费缴纳相分离； 

- 建立风险管理制度； 

- 实施后续稽查； 

- 确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 

- 为授权经营者额外贸易便利化措施； 

- 对申请人快速放行空运货物； 

-  对易腐货物在最短时间内放行等。 

8.  边境机构合作。 

9. 受海关监管的进境货物的移动。 

10. 与进口、出口和过境相关的手续，包括： 

- 快速放行和清关； 

- 接受进出口单证的纸质或电子副本； 

- 使用国际标准作为其进出口手续和程序的依据； 

- 建立单一窗口； 

- 不得要求使用与税则归类和海关估价有关的装运前检验； 

- 不得强制使用报关代理； 

- 每一成员在其全部领土内对货物放行和结关适用共同海关程序和
统一单证要求； 

- 允许进口商重新托运或退运； 

 - 对暂时性的进出口、进料出料加工部分或全部免除关税等。 

11. 过境自由。 

12. 海关合作。 
 

根据中国对外承诺，除确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建立单一窗口、出境加
工货物免税复进口、海关合作等少量措施可在一定过渡期后实施，其余措
施均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施。 
 
《协定》的积极影响 

 
《协定》作为 WTO 成立近 20 年来达成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是多哈回合
谈判启动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突破，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根据国际机构测算，有效实施《协定》将使发达国家贸易成本降低 10%，
发展中国家成本降低 13%-15.5%。《协定》实施最高可使发展中国家出口
每年增长 9.9%（约 5690 亿美元），发达国家增长 4.5%（4750 亿美元），
带动全球 GDP 增长 9600 亿美元，增加 2100 万个就业岗位。 
 

对中国而言，《协定》实施将加速货物的放行和流动，提高贸易效率，降
低贸易成本，对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主要出口成员贸易便利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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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中国产品进出口障碍并营造便捷的通关环境，推动中国外贸的健康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 
 
毕马威观察 
 
毕马威建议相关进出口企业密切关注《协定》的生效，并积极为《协定》
内容转化为中国国内政策法规献言献策并做作好相应的准备，以尽可能多
地从《协定》的实施中获益。 
 
毕马威国际贸易及海关团队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海关事务知识和经验，可
以在企业参与贸易政策制订、申请享受贸易便利待遇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
效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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