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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政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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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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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3 个政府部门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颁布的《关于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公
告 2018 年第 157 号）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 6 部委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颁布
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
[2018]486 号）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颁布的《关于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8]49 号)
海关总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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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 194 号)

上述新规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在扩大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
同时，亦对相关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完善了进口监管制度。
政策背景
中国自 2016 年 4 月 8 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
交易限值以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 0%，增值税、消
费税均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70%征收，并对适用该项政策的商品实施清单管理。
为鼓励行业的稳定发展，2016 年 5 月以来，中国在跨境电商试点地区对上述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实行“暂按个人物品监管”的过渡期安排——相比于一般的
货物监管模式，按个人物品监管模式更为宽松。经数次延长后，该过渡期将至
2018 年底结束。
此次一系列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相关政策对交易限值和商品清单等作出了调整，并
明确了过渡期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有关监管安排事项。

电子邮件：sachin@deloitte.com.hk
上海
张晓洁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113
电子邮件：dozhang@deloitte.com.cn
杭州
罗晓
资深顾问
电话：+86 571 8972 7699
电子邮件：wiluo@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新政要点

海关与全球贸易服务

交易限值

全国与华北区领导人
北京

•

•

根据现行规定，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交易必须满足限值条
件，即单次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个人年度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元；此次发布的新规将上述限值分别提高至 5,000 元和 26,000
元。
新规明确，完税价格超过单次交易限值但低于年度交易限值，且订单下仅一
件商品时，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但应按照货物税率全额征收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交易额计入年度交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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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同时明确，已经购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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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清单

上海

适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商品必须列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
品清单》。此次公布的 2018 年版《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一共包括
1,321 个税目，较现行版本新增了 63 个税目，基本为近年国内需求比较旺盛的
商品，例如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酒、健身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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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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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明确，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直购进口及“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海
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继续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
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但对相关部门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
品，和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的商品启动风险应急处置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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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 15 个试点城市基础上，上述政策扩大适用至 22 个新设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城市，共计适用于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昆明、西
安等在内的 37 个城市（地区）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
对于非试点地区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直购进口模式按照个人物品监管
要求执行；“网购保税进口 A”（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39）模式下商品进
入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时仍按货物监管要求执行，出区时参照个人物品监管
要求执行。
•

新规明确了在适用上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的商业行为中，包括跨境电商
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等在内的各方责任。比如:
o
o

o
o
•

跨境电商企业 - 承担商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消费者权益保障责
任，以及建立健全网购保税进口商品质量追溯体系等责任；
跨境电商平台运营主体 - 应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并按相关规定在
海关办理注册登记，接受相关部门监管，配合开展后续管理和执法
工作，并履行先行赔付责任；
境内服务商 - 受托承担如实申报责任；
消费者 - 承担纳税义务

新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加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召回监管力度；跨境电商
相关企业将被纳入海关信用管理，根据信用等级不同，实施差异化通关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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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新规对相关企业提出了一定新的监管要求（如企业备案等），为帮助企业平稳过渡，对尚不满足监管要求的企
业，允许其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继续按过渡期内监管安排执行。

•

新规同时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进行规范，包含跨境电商企业管理、通关、税收、场所、检
疫、查验、物流和退货等管理细则。

评论
跨境电商作为贸易新业态近年持续高速发展，一直受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演讲中明确了激发进口潜力，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总体方向。2018 年 8 月 31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电子商务法》中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跨境电
子商务，应遵守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这也为跨境电商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提供了上位法支
持。
在此背景下，国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跨境电商新政，拓展现行政策的试点实施区域，扩大清单商品范围，提高适用政策的
交易限值，这些举措有助于完善跨境电商零售的区域布局，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业态的稳定
发展和零售额的增长。
上述新政明确了过渡期结束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的总体原则。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不同于一般贸易，主要是满足国
内居民品质化多元化消费需求，必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且仅限于个人自用。基于这一前提，新政明确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这一总体原则澄清了行业最为关注的问题，
保证了过渡期后监管安排的连续稳定，有利于跨境电商企业更长期地进行商业谋划和布局。
此外，新颁布的进口监管政策按照“政府部门、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各负其责”的原则，
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一方面有助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强质量风险防控，另一方面也便于各参
与主体规范自身行为，确保政策可落地、可执行。
建议

关注政策机遇
与一般贸易进境货物与行邮物品相比，跨境电商商品在税率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上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下图对一般贸易进境货物、行邮物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进行了简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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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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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业属性
许可证监管要求

•

关税、消费税、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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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业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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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物品表，无许可证监
管要求

•

不执行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
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疫区或

•

行邮税 (三档税率
15%、25%及 50%)

•

启动风险应急处置的商品除外)
零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减按
70%征收 (大部分物品进口总
税负为 11.2%)

B2B

B2C, C2C

B2C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为希望将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跨境电商经营模式下，零
售进口货物不论其原产地，都可适用相应的进口税收政策（即零关税，减按 70%计征增值税、消费税）。经营者或可考
虑利用跨境电商模式来降低额外关税措施对特定原产地商品的影响。

评估业务模式
国外消费品进入中国，除了一般贸易，还可以考虑跨境电商。目前，跨境电商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各有利弊；拟
实施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经营者应根据自身商业需要选择实施。
•

保税进口模式 - 货物暂时存放在中国的保税仓库中。消费者下订单后，电商立即从保税仓库进行清关交货。此模式
将带来大量库存，但在交货速度方面具有优势。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城市（地区）适用“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管
方式代码 1210），其余具备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条件的城市可适用“网购保税进口 A”模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39）。

•

直购进口采购 - 消费者下订单后，海外供应商通过邮政实体或快递运营商将货物运往中国清关，并交付给消费者。
此模式不需要国内库存，但受国际快递运输费用影响物流成本高于保税进口模式。同时，客户满意度也可能会受到货
物的国际运输效率影响。

重视合规
中国近期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规更明确了相关的政策趋势，即政府将加大对跨境电商交易的支持
力度，而不鼓励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代购”行为，并对相关违法活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和打击。例如，在近期公布的某
案件中，某经营外国商品业务的国内电商经营者因走私罪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因此，虽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监管环
境更为优化，但跨境电商经营者仍应重视并确保合规。

采取行动
建议受相关政策影响的经营者采取以下行动以充分享受跨境电商政策变化带来的红利：
•
•
•
•

对采用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拟采用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经营者应从合规角度审查当前的合同和交易模式，并根据选定的商业模式计划重组供应
链；
相关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以满足中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要求，并充分利用海关 AEO（“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
提升通关效率；
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积极跟进相关政策的发展，并根据需求咨询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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