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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修订《报关单填制规范》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
范>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20号）于2016年3月

30日生效

背景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

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以下简称“20号公告”），对原《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进行了修订，旨在规范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的申报行为，统一进出口报关单填制要求。此次修订反映
了中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申报和监管的新要求。
《报关单填制规范》主要修订内容
1. 调整了部分申报栏目名称
首先，为与相关法律表述一致，调整了以下栏目名称：

2. 提高了申报商品项数上限
将报关单录入商品项上限由20调整为50，以解决部分因商品项数限制导
致的物流凭证拆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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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了部分栏目的填制要求和填制规范
− 新增 “贸易国（地区）”、出口“原产国（地区）”、进口“最终
目的国（地区）”的填制要求；

− 新增“特殊关系确认”、“价格影响确认”、“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确认”等项目的填制规范，以帮助报关人员准确填写“其他说明事
项”栏目。

除此以外，20号公告也明确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向海关申报货物进
出境、进出区，以及在同一特殊区域内或者不同特殊区域之间的货物流

转，均应填制《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并且按照“先报进，后报
出”原则进行进境备案和出境备案。

公告同时整合补充了2008年以来散落在相关文件中的关于报关单中有关
“运费”、“保费”、“随附单证”等栏目的填制要求，并删除了部分

已失去法律依据或不具备监管意义的申报指标。
毕马威观察

毕马威国际贸易及海关团队建议进出口企业密切关注海关对《报关单填

制规范》的修订，并根据修订的内容，在申报前充分地获取货物的相关
信息，在申报时规范填写。遇到对申报要求不理解的情形，企业应及时
与申报地海关沟通，避免因报关单填制不规范而延误通关。企业在准备
进出口报关所需单证的时候，也应考虑充分利用报关单申报商品项数上
限提高等变化带来的便利。

此外，存在跨境关联交易的企业以及对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企业，还
应特别关注此次修订新增的“特殊关系确认”、“价格影响确认”、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申报项目。

对于“特殊关系确认”，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
完税价格办法 》（“《审价办法》” ）中的标准申报。

对于“价格影响确认”填报，20号公告也引用了《审价办法》中有关测
试价格的条款，规定企业在填报成交价格是否受关联关系影响时，需确
定是否可以证明其进口价格与测试价格（即第三方销售价格法、倒扣价
格或计算价格）接近，如不能证明则应填报“是”。

对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 公告要求企业参照《审价办法》规定，
如果进出口行为中，买方存在直接或间接向卖方或者有关方支付《审价
办法》中定义的特许权使用费（包含但不仅限于买方就获得专利权、商
标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分销权或者销售权的许可或者转让而支付的
费用）的，应填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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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价格影响确认”和“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项目的填报，如简

单的申报为“是”，则可能面临海关直接估价；如在未进行判断分析的
前提下申报为“否”，而在海关后续的价格质疑、稽查、缉私中被发现

与实际情况不符，则前期的报关单申报作为证据，会对企业带来不利影
响，增加了企业由于关联交易及特许权使用费等事项的申报差错被认定
为申报不实的风险。

建议进出口企业在申报上述项目前进行充分的内部审核，尤其对跨境转
让定价安排中可能涉及的海关估价问题，以及存在非贸易渠道的各项费

用支付（不仅是《审价办法》中定义的特许权使用费，也包括其他类似
费用，例如研发费、设计费、技术支援费等）等进行分析，并及时与代
理报关企业进行沟通，必要时应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避免申报信息出
现差错，以降低关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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