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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快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
[2015]66 号，2015 年 8
月 28 日发布

背景
自 1990 年第一批保税区建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各类定位不同、功能不
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些区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对当时的经济发
展起着一定的作用。近 25 年来，中国经济状况和世界经贸格局正发生深刻
的变化。全球产业再布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型商
业业态推陈出新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这一切，正呼唤对目前的各类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整合优化、功能拓展和制度创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
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指引了方向，并为各项工作提出了推进时间
表。这可能会对传统保税加工业、现代物流及传统商贸业产生影响，也可
能助推跨境租赁、跨境电子商务、维修检测及再制造等行业的发展。在华
从事相关行业的企业应对此高度重视。我们特对方案的主要内容梳理如下，
并提供我们的初步看法以供参考。
方案的主要内容
1. 方案提出将加快对各类不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整合，推动符合条
件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方案同时提出对现有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并拓展功能，明确将在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上，
促进区内产业向研发、物流、销售、维修、再制造等产业链高端发展，提
升附加值，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
2.方案明确要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鼓励加工贸易企业
向与当地产业结构相配套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中。
3. 该通知明确将会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首先，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后可享受入区退税。其次，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企业既享受“境内关外”的保税待遇，也享有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区内企业保税货物内销时，海关按其进入贸易功能区时的状态征收
进口税款，同时税务部门按国内销售货物的规定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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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通知明确将进一步推进货物状态分类监管和贸易便利化改革，实现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流转便利化。这将使保税货物跨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高速流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同时存储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或成为
可能。
5. 该方案指出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融资租赁、保税展示、保税交割、再
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检测/维修和研发）等产业的发展，并引导
这些产业向综保区集聚。
6. 该方案也特为相关工作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这增加了政策的可预见性。
方案明确在 2015 - 2016 年，将在以下主要方面进行推进：推动符合条件的
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积极推进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
政策、扩大试点贸易多元化、推进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扩大跨境电子
商务进口业务、试点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等。
毕马威观察
1. 该方案涉及业界长期关注的诸多方面，传统保税加工业企业、从事保税
物流、传统商贸业、规划开展跨境租赁、跨境电子商务、维修检测及再制
造等业务的国内外企业应对此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密切关注具体的推
进情况。这些产业将可能迎来突破性的发展机遇。由于从方案的颁布到各
地规划具体事宜尚需时日，这为企业有针对性的检讨对企业的影响，并对
企业的策略和筹划带来了赢得了时间，企业应不失时机地从商业准入、海
关、税务、检验检疫、外汇、市场营销、供应链及物流运作等不同的方面
进行评估。这样可利于企业既可充分享受到政策的好处，也做到合规经营。
2. 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可能会对目前各类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内开展业务的企业产生良性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保税区、
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等错综分布的情形，对这些条块分
割、各自围网的区域进行整合有利于提高物流效率，提高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的利用效率。内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也可能因升级政策优势递增，有利
于吸引海外投资及沿海产业转移。
3.区内企业享受“境内关外”的待遇的同时，享受区外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待遇，有利区内企业同时开展国内外业务。但企业也需要做好财务分开
核算和税务内控工作，避免将增值税应税业务和非税业务混淆计算。
4. 保税货物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高速流转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同时存储
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可提高物流效率。对业务涉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带来节约成本的机会。但企业也需特别注意海关保
税库存和非保税库存的内控管理，避免发生无法提供正当理由的盈余或短
少，从而消除被海关补税或处罚的隐患。
5. 制造业需冷静地看待此政策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政府引导加工贸易向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向与当地产业结构相配套的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集中。但是，但由于国家会严格新设审批，综合保税区未来
有可能因面积和资源有限，造成企业在区内运营的成本虚高的情况，也可
能会使有些综合保税区变得非常拥挤，这可能会使有些企业规划大打折扣。
再有，企业搬迁过程需进行充分的规划，特别要对企业搬迁可能引发的历
史性税务、海关及外汇风险进行把控，也不要忽视企业设立、搬迁及关闭
过程中的其他实操性问题。
6. 该方案只是国家层面大方向性的规划，有关部门（地方）颁布具体行动
方案和实操性规定尚需时日，相关企业和协会可积极参与关部门（地方）
落实此方案的立法，在合适的时候献言献策，使政府有关部门更加了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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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争取有关部门能制定有利于企业运
作和业务发展的实操性规定。
毕马威的专业团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项目经验，可以在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及海关保税商务环境研究、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项目可行性分析和商业
模式比较、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海关及税务影响评估、企业供应链优化、
跨境电商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维修检测等方面为客户提供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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