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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于三月末至四月初密集出台系列文件，宣布自 2016 年 4 月 8 日起，对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对消费者，即 B2C）实施新的进口税收政策1。新政实施后，对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模式下的进口商品，其进口税负将发生增减变化。
新政背景
根据规定，中国海关一般将入境商品分为两大类别征收进口环节税：进口货物、进境
物品（即个人携带进境的行李物品或邮寄进境的物品，且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
进口货物通常按完税价格与适用税率计缴进口关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如适用），
其中完税价格以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境物品一般不具有贸易属性，大部分按固定
完税价格和综合税率合并计缴进口环节税收（对进境物品而言简称为“行邮税”及“行邮
税税率”），而且在一定额度内还能享受免征税款待遇。两者相比，进境物品的税款计
算简便，总体税负较低。
在以往的实践中，特别在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地区，个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网络平
台购买的商品多参照进境物品处理，征收行邮税。考虑到此类商品交易有别于传统的
进境物品模式，仍具有一定的贸易属性，若全环节仅征收行邮税，总体税负水平会低
于国内销售的同类一般贸易进口货物和国产货物的税负，形成不公平竞争；故政府决
定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实施新的进口税收政策，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划归为
进口货物处理，但区别于一般进口货物，适用于单独的税款计算和征收机制。此次政
策调整意味着，中国实质上将入境商品划分为三个类别，即一般进口货物、进境物
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分别适用不同的进口税收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亦对进境物品所适用的行邮税税率进行了同步调整2，以确保各税目商
品的行邮税税率与同类进口货物综合税率的大体一致，该调整也自 2016 年 4 月 8 日
起生效。

1

相关文件主要包括：
•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18 号）
•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26 号）
• 《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濒管办、密码局公告 2016 年第 40 号）
• 《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第二批）的公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濒管办公告 2016 年第 47 号）

2

相关文件主要包括：
• 《关于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税委会[2016]2 号）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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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下，以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
作为纳税义务人，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物流企业可作为代收代缴义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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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华北区

商品范围 – 为避免工业原材料等商品通过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渠道进境，同时便于日常
征管操作，对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商品实施清单管理。财政部等部
门日前颁布的两批适用新政策的商品清单分别包括 1,142 个和 151 个 8 位税号商品，
主要是国内有一定消费需求，可满足相关部门监管要求，且客观上能够以快件、邮件
等方式进境的生活消费品，涵盖了部分食品饮料、服装鞋帽、家用电器以及部分化妆
品、纸尿裤、儿童玩具、保温杯等。商品清单将根据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消费者需求
变化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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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范围 – 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交易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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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能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子
信息“三单”比对；
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但快递、邮政企业能够统一提
供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税款计算
鉴于新政实施前，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一般按进境物品征收行邮税，我们将新
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与进境物品（个人邮寄进境物品）的行邮税政策下
的税款计算规则比较如下：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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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条件

单次交易人民币 2,000 元；
个人年度交易人民币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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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上述限值的，按一般进口货
物全额征收进口环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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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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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物品
（个人邮寄进境物品）
单次人民币 800 元（寄自港澳
台）；
单次人民币 1,000 元（寄自非港
澳台）；
仅有一件不可分割物品，虽超出
限值，经审核确属个人自用的仍
按进境物品处理；

合伙人

超过上述限值的，办理退运或者
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电话：+852 2852 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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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税价格

实际交易价格（包含货物零售价
格、运费和保险费）

按《完税价格表》所列固定价格
确定；《完税价格表》未列明
的，按相同物品相同来源地最近
时间的主要市场零售价格确定
试点阶段试点地区的跨境电商以
电子订单实际销售价格为完税价
格

税率

关税税率 0%；
增值税、消费税均按法定应纳税
额的 70%征收

2016 年 4 月 8 日前 – 10%、
20%、30%、50%；
2016 年 4 月 8 日起 – 15%、
30%、60%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进境物品
（个人邮寄进境物品）

免税额

无

应征进口税税额不高于 50 元的，
予以免征

退货及退税

海关放行之日起 30 日内退货的，
可申请退税，并相应调整个人年
度交易总额

无

德勤评论
相关商品的进口税负可能出现总体上升
新政实施前，由于适用行邮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税负在总体上低于一般贸易进口货物。行邮税制度中的 50
元免征税额、超过限值的单件不可分割物品仍按个人物品申报等规定，在客观上为降低相关商品的进口税负提供了一定的
筹划空间，成为一些跨境电商企业的关注点。
新政实施后，对于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商品而言，虽然其关税税率设定为零，增值税、消费税仅按法定
应纳税额的 70%征收，且同步提高了免于按一般进口货物处理的交易限值，但由于无法再享受 50 元免征税额等待遇，其
总体进口税负仍可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其中大部分非消费税应税商品的综合税率水平为 11.9%。
即使在新政实施后，如果由于相关商品或交易条件不符合有关规定，导致该进口商品无法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税
收政策而仍然适用行邮税的话，4 月 8 日起实施的新的行邮税税率也较之以往有普遍的提高。
从具体商品角度来看，各商品的进口税负可能有升有降。以下是部分类别进口商品在新政实施前后的进口税负比较示例
（假设均未达到限值条件，故不按一般进口货物处理）：
商品信息
食品
纺织品
化妆品

实际交易价格
(人民币元)

税率

500
600
250
300
100
120

10%
10%
20%
20%
50%
50%

原行邮税
进口税 a
0c
60
0c
60
0c
60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
综合税率
进口税
11.9%
11.9%
11.9%
11.9%
47%
47%

59.5
71.4
29.75
35.7
47
56.4

税负比较
税负变化
税负增减率 b
+ 59.5
+ 11.4
+ 29.75
- 24.3
47
- 3.6

+ 11.9%
+ 1.9%
+ 11.9%
- 8.1%
+ 47%
- 3%

以试点跨境电商为例，按电子订单的销售价格乘以行邮税税率计算应纳税款；
以进口税增减额除以交易价格计算税负增减率；
c 经计算所得应纳税额不高于 50 元，故免征进口税。
a

b

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海关实践和监管将更趋规范
新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强调了“三单合一”的海关监管要求，即电商平台需与海关联网，实现“三单”（即订单、
支付、物流等信息）的连接对比；如果相关电商平台没有和海关联网，则快递企业和邮政企业应提供“三单”信息，并承诺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时，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引入了正面商品清单的制度，这将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
商品范围产生直接影响。另外，针对此前跨境电商退货后的税费处理无规可依的局面，新政首次明确了跨境电商退货和退
税的可行性，对于退货率相对较高的服饰类跨境电商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海关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一般参照行邮物品进行管理，因此未被纳入海关稽查范围。而此次
颁布的新政策明确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归入进口货物范畴，这意味着根据《海关法》和《海关稽查条例》的相关规
定，海关将有权对与该类货物进出口直接有关的电商企业实施稽查。
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竞争格局面临调整
新的税收政策对母婴、食品、保健类等热门日常用品的税务影响相对较大，专营此类日常用品的小微电商平台的价格优势
将不再突出；而化妆品、服饰、小家电、手袋、奢侈品类等的进口税负受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一些高端商品的税负相比
之前不升反降，有利于以经营此类商品为主的大中型电商平台实施差别化竞争。

总体而言，新的税收政策将缩小跨境电商零售商品和一般进口货物之间的进口税负，有助于改变过度依赖进口税负差异进
行低价竞争的不良业态，引导跨境电商着力于经营和流通效率的提高，发挥其特有优势。
德勤建议
•

对于有意在华投资跨境电商进口零售业务的企业，建议以此次颁布的新政策为契机，尽快研究有利于其中长期发展的
投资项目。

•

对于未通过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平台，日后将难以适用跨境电商的进口税收政策，建议此类企业及时评估由此可能产
生的影响，尽早规划日后发展方向。

•

对于目前已在运营阶段的跨境电商企业，建议及时分析新政可能带来的影响，重新梳理及优化现有投资架构、业务模
式，审视行业长期发展趋势，适时调整短期、长期发展战略。

•

适用此次新政策的跨境电商企业未来将面对海关稽查这一新课题，因此这类企业亟需规范自身管理，增强合规经营的
意识，防范违规风险，建议这类企业在必要时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尽早对日常进出口活动的合规性开展自我检查，
做到防患于未然。

•

对于业内十分关注的退货退税具体流程、检验检疫等配套监管措施，目前新政尚未作出细化规定，因此操作细节可能
仍存在不确定性，建议相关电商企业保持后续密切关注。

•

对于个人消费者而言，建议关注单笔限额、个人年度限额等新规定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海关对邮寄进境物品、个人
携带进境物品的执法调整，以便据此对其消费行为作出合理规划。

若您需要对上述内容有更详尽了解，敬请与我们的海关与全球贸易服务组专业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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