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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海关强化进出口监管和缉私举措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海关加强了一系列旨在打击走私行为的监管与调查，并查处了不
少涉及金额较大的案例，如南京海关近期破获的一起采取伪报品名、伪造单证的手法
向海关申报进口的特大固体废物走私案，以及上海海关近日查获的涉嫌低报价格走私
宋大蔚
进口水产品系列大案等。这一系列强化监管和打击走私的举措源自海关总署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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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起开展的“国门之盾”专项行动。海关总署意在通过该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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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海关在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下纷纷启动了相应的措施。从实施情况看，此次专项
行动体现了中国海关实务从单纯侧重于征税逐步转向“货物监管和征税”同为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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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因此相应的监管和调查力度得到加大，具体可表现为：
资深海关事务顾问
电话：+86 21 6141 1457
电子邮件: yonyang@deloitte.com.cn
张爱华
经理
电话：+86 21 6141 1477
电子邮件：avzhang@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间接税服务
全国主管合伙人
香港
展佩佩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440
电子邮件: sachin@deloitte.com.hk

华北区
北京
朱桉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8
电子邮件：andzhu@deloitte.com.cn

•

提高对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率

•

提高查验的查获率，发现涉嫌走私、违规案件线索，必须立即移交缉私部门进行
调查，而在以往以征税为工作重心的情况下，海关可能更多地只采取“补缴税款”
的措施

•

口岸海关加强对 B 类1、C 类企业进出口货物的查验；海关稽查部门加强对 A 类
和 AA 类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稽查。

本税务评论将解读中国海关在“国门之盾”行动中的监管和缉私新动向，分析其可能对企
业日常进出口业务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可能受影响的行业与企业：
此次海关的专项行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针对所有进出口企业的行动，经了解，海关
总署要求各地海关主要对下列行业的进出口商品进行重点查验：
•

机械电子

•

医药化工

•

食品

•

高档消费品

•

服装

1海关根据企业的合规情况和经营管理现状，以及海关监管、统计记录等，设置

AA、A、B、C、D 五个管理类别，对有关企业进行评估、分类，

并对企业的管理类别予以公开。海关总署按照守法便利原则，对适用不同管理类别的企业，制订相应的差别管理措施，其中 AA 类和 A 类企业适
用相应的通关便利措施，B 类企业适用常规管理措施，C 类和 D 类企业适用严密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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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涉及到以下特殊交易方式及交易安排的商品也是海关查验的重点：
•

按照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可享受优惠关税的商品

•

涉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商品

•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

加工贸易项下保税进口料件和出口产品

•

骗取出口退税风险较高的产品，如服装、塑料和钢铁制品等

分析与评论
有别于以前海关通常更着力于对 C 类和 B 类企业的监管，在此次行动中，海关对 A 类
及 AA 类企业的稽查也进一步加强，因此 A 类及 AA 类企业不能再独善其身。
海关加大力度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增加企业进出口的海关风险，并且对企业的进出口报关
单证及报关行为的合规性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具体来说，因为进出口单证是海关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查验的第一手凭证，如果进出口单
证上所列示的信息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或不符合中国进出口法律法规的规
定，则极有可能引起海关对企业涉嫌走私、违规的调查。根据我们以往的实务经验，报
关单证与进出口货物信息不一致常常是引发海关进行涉嫌走私、违规调查的主要导火索
之一。针对报关行为而言，一般企业，尤其是将报关业务委托给代理报关公司的企业，
通常没有意识到报关单证和报关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从而可能导致报关单证不准确和报
关行为不规范方面的问题。
需要提醒企业注意的是，虽然此次海关的专项行动主要是针对涉嫌走私行为展开的，但
是在目前海关加强进出口监管的背景下，即使企业没有走私的故意或者实际的走私行
为，如果海关在进出口通关过程中发现企业的报关单证存在不合规的情况，海关仍有可
能对企业的进出口活动进行查验，并展开稽查，从而对企业的进出口的日常活动产生负
面影响。实务中，当存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时，企业受到海关查验、稽查的风险将大
大增加：
•

进出口的形式发票与合同、提运单等报关单证不一致

•

进出口报关随附单证与报关单各项目的申报不一致

•

进出口报关单和报关随附单证与进出口货物不一致

为确保企业进出口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建议企业对进出口单证进行积极的事前复核，
及时发现并改正报关单证不准确或不规范之处，降低海关的查验及稽查风险。在复核
时，企业应特别关注以下项目的申报是否正确及完整：
•

进出口商品的海关编码

•

进出口商品的海关完税价格

•

进出口商品的原产地

德勤间接税服务组在对进出口报关单证及其相关业务的合规性复核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如需更多这一方面的信息或建议，请联系德勤间接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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