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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海关总署再次修订《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
范》

海关总署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发布第 13 号公告（以下简称“13 号公
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以下
简称“《报关单填制规范》”）的部分主要内容予以修订，修订后的
《报关单填制规范》将于今年 3 月 29 日正式实施。
《报关单填制规范》对企业进出口操作影响重大。继 2016 年 3 月 24
日颁布的海关总署 2016 年第 20 号公告（以下简称“20 号公告”）
后，时隔仅一年，中国海关通过 13 号公告，再次修订《报关单填制规
范》，对约 12 项填制内容进行了修改和明确。除此之外，该公告还对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进出境、进出区货物以及特殊监管区域内、区域
间企业流转货物的填报流程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主要变化及影响

特殊关系对价格影响，以及特许权使用费
针对 20 号公告新增的三项填制内容——特殊关系确认（即买卖双方是否
存在特殊关系）、价格影响确认（即上述特殊关系是否对进口货物成交
价格产生影响）、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即买方是否需向卖方或有关
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13 号公告作出以下规定：
1. 将“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调整为“与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支
付确认”，即填报确认买方是否存在向卖方或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
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且未包括在进口货物的实付、应
付价格中。

买方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仍应根据进口货物审
价办法第十三条进行判定。
2. 明确进口方在填报“与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确认”时应遵循
以下规范：
适用情形

填报规范

i. 存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且未包括在进口价
格中，确认与进口货物有关

填报“是”

ii. 存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且未包括在进口价
格中，无法确认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填报“是”

iii. 存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且未包括在进口价
格中，确认与进口货物无关

填报“否”

iv. 不存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或存在特许权
使用费支付，但已包括在进口价格中

填报“否”

3. 明确出口货物、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货物（内销保税货物除外）免予
填报上述三项内容。
上述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报关单填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特许
权使用费项目为例，在以往的实践中，很多企业在填报时一般仅确认是
否需向卖方或有关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但现在企业要作出以下三项判
断才能进行准确填报：
 是否存在向卖方或有关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若存在支付，则该特许权使用费是否符合审价办法第十三条的有
关规定，即与进口货物是否有关？
 若存在支付，则该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已经包含在进口价格中？
如果企业无法作出判断，则仍应填报为“是”，从而被纳入潜在的海关
审查范围；若企业填报为“否”但无法提供特许权使用费与进口货物无
关的充分依据，则在被海关审查时可能面临被认定为“申报不实”的风
险。除此以外，进口人在举证货物的申报价格中是否已经包含特许权使
用费也会遇到困难。因此，建议有关企业应尽早考虑对上述问题（如特
许权使用费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作出专业认定，并形成书面文档备
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与进口货物有关以外，对外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还应同时满足“构成该货物向中国境内销售的条件”，才能够被计入进
口货物的海关完税价格。13 号公告并未提及后一条件的判断，建议企业
在未来的实践中，也应对后一条件是否满足及时开展评估分析，以加强
风险控制；同时留意海关对于该项条件的具体执法行为，与海关部门保
持适当和有效的沟通。

涉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货物流转
13 号公告规定，“二线”进出区普遍实行双申报模式，即要求特殊监管
区域内的企业根据货物的流转情况及时向海关填报《备案清单》，同时
境内区外企业填报《报关单》；特殊监管区域的区内、区间企业之间货

物流转，两边企业各自填制《备案清单》。上述物流形式均需遵循“先
报进，再报出”的原则。然而，目前实务操作中，很多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的货物流转并未填报《备案清单》。因此，13 号公告实施之后上述
实践有望发生变化，企业应及时调整完善其作业流程，以避免货物流转
效率受到不利影响。
其他变化
13 号公告对部分填制内容的规范做了修订与完善，以使其更为严谨，同
时与其他海关规范文件的更新相互衔接，例如：
a. 第十四项“征免性质”- 新增“特殊情况”，即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
人员、外国驻华机构及人员、非居民常驻人员、政府间协议规定等应
税（消费税）进口自用小汽车，并且单台完税价格 130 万元及以上
的，征免性质栏填报“特案”，从而与 2016 年第 74 号公告（关于
对小汽车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的公告）的有关内容匹配。
b. 第三十一项“随附单证”- 明确对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报关单的填制
要求按照 2016 年第 51 号公告（关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
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执行。
c. 第三十二项“标记唛码及备注”- 服务外包货物进口的，按“国际服
务外包进口货物”填报，从而与 2016 年第 36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
推广实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保税监管模式的公告）的有关内
容相匹配并补充原 20 号公告中缺失的内容。
德勤建议
此次报关单填制规范在 12 个月内再次修订，凸显了中国海关积极响应法
制中国建设的决策，提升了对于规则更新和原有政策滞后之处的反应速
度。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海关力推的通关改革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关既着眼
于对通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规范，同时对进出口活动的审核也
将更加侧重于后道的稽查和风险回溯。因此，企业对进出口活动的合规
建设也应根据形势变化而更加全面，我们建议有关企业积极考虑采取如
下措施：







作者：

企业进出口部门应与财务、税务、风控等部门联动，对报关单填
制的要点（如本文讨论的三项价格确认等问题）进行确认，并形
成书面文档备查；
及早梳理和妥善处置企业在进出口流程方面的风险点；
应用智能系统发现潜在的数据错误和申报错误；
优化通关作业流程，适应新的报关单填报要求；
利用审阅或提升企业 AEO 等级来完善内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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