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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期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税委
会[2017]27 号1，以下简称“通知”）。根据该通知，继 2017 年 12 月 1 日降
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之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进一步调整部分关
税税率和税则税目。相关调整主要涉及暂定税率、协定税率，涵盖能源、医药、
制造业、信息技术和重工业等产业。中国政府期望通过此次调整继续发挥关税对
平衡国际国内市场、保护国内资源以及引导国内产业发展等多重作用，更好地配
合“一带一路”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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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口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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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惠国税率

张晓洁

总体而言，2018 年最惠国税率保持了相对平稳，仅少数税目的最惠国税率进行
了微小调整。
2018 年 7 月 1 日中国还将启动信息技术等产品的第三次降税。中国已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了第二次下调，这一措施将在
2018 年上半年继续实施，并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启动第三次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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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暂定税率
中国政府设置暂定关税作为一种调节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手段。通常，暂定关税税
率于每年年底调整一次，但是，政府也可能在年中设定或调整暂定关税税率。
一般而言，进口产品的暂定税率低于最惠国税率。为更好发挥关税宏观调控作
用，继续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结合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变
化，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共计 948 个税目的商品适用进口暂定税率，相较于
2017 年的 822 个，进口暂定税率税目又有了进一步的增加，例如出于鼓励国内
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的政策目的，以进口暂定税率方
式降低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平板探测器的进口关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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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考虑国内外供需情况变化及环境保护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全面禁止进
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的有关精神，与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调
整时间相衔接，取消废镁砖、废钢渣、废矿渣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
惠国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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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配合前文提及的信息技术产品的第三次降税，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
定税率届时也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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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定税率
华北区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发展，截止目前，中国已与 26 个国
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原产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将
适用协定税率，协定税率通常低于最惠国税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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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
中国与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适用情形
2018 年新实施

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韩国、冰
岛、瑞士、哥斯达黎加、秘鲁、澳大
利亚、新西兰自贸协定
中国与新加坡、智利的自贸协定、亚
太贸易协定第三轮关税减让安排与海
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内地与港澳的更紧密经贸安排
（CEPA）

进一步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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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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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扩大实施零关税的商品范围

2. 出口税率
出口关税的设置与调整主要综合考虑国内市场的供给情况，一般对高耗能、高污
染和鼓励留在国内的资源性产品进行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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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对 202 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关税或实行出口暂定税率，其中实行
出口暂定税率的商品达到约 170 个税目。包括苯、铜锌合金丝、未锻轧锌合金等
税目的商品的出口暂定税率为 0。
政府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和出口情况变化，2018 年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被取消或
降低，例如:
•
•

取消钢材、绿泥石等产品的出口关税；
适当降低三元复合肥、磷灰石、煤焦油、木片、硅铬铁、钢坯等产品的出口
关税。

3. 税则税目
中国的进出口税则是以世界海关组织（WCO）的《协调制度》目录为基础编制
的，为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并结合中国海关的实践，进出口税则中的税则税目
也会进行相应调整。2018 年进出口关税税目由 2017 年的 8,547 项增加到
8,549 项，其中删除税目 9 项，新增税目 11 项，总体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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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建议
我们注意到，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不断变化，政府愈发重视通过进出口税收政策，来引导产业换代升级和行业的
有效竞争，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建议广大进出口企业密切关注海关法规的更新变化，主动采取措施，应对
政策变化对物流及财务方面的潜在影响。
2018 年是“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关键之年，各行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已经进一步明晰，对于符合国家政策鼓励方向的相关
企业，可以考虑主动向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申请设定特定税则税目、实施暂定关税税率、调整消费税率等税收政策。通过
与海关总署、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开展积极对话，反映税目和税率合理调整诉求，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2017 年 7 月 1 日中国海关实施通关一体化改革以来，新设上海、京津、广州等 3 个区域税管中心，按不同税则目录，对
进出口商品进行统一管理，并进一步加大了包括对企业进出口商品归类等涉税要素准确性的检查力度。虽然 2018 年中国
海关税则税目变化不大，但鉴于商品归类是进出口活动合规性的重要基础，建议进出口企业进一步完善内部确定商品归类
的工作机制，及时对商品归类进行复核，同时合理利用海关商品预归类机制，有效降低归类合规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正在积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及多边自贸协定。建议企业充分利用中国
现有的自贸协定，复核企业的供应链并做出适当筹划安排。同时积极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自贸协定谈判进展，以便未来在
协定谈判完成生效后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定税率所带来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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