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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把握新机遇 迎接新挑战——海关发布信用管理
新规 

 

 

 

2018 年 11 月 28 日，海关总署以 2018 年第 177 号、178 号公告

（以下统称“公告”）公布了新版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并对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

令 237 号，以下简称《信用办法》，相关内容参见 3 月 8 日发布的德勤

税务评论）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新版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规概要 

 

公告从以下方面对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的相关规则作出调整： 

 

进一步鼓励主动披露 

 

今年 3 月发布的《信用办法》规定，企业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

者 5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不作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 

 

在此基础上，公告将上述规定中“5 万元以下罚款”的负面信用记录行为

门槛修改为“50 万元以下罚款”。此举加大了对主动披露违规行为的激

励，进一步体现了海关鼓励企业守法守信，发现问题主动披露并如实申

报的政策理念。 

 

融合检验检疫管理规定 

 

按照国务院部署，原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

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因此，今年 4 月 20 日起，原出入境检

验检疫系统统一以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基于上述背景，公告将原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的相关规范融入

了《信用办法》以及《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实现了海关企业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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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入境检验检疫的全覆盖。这一措施将原各自分属于海关、出入境检

验检疫的企业信用管理进行了融合，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

本。 

 

更新细化认证标准 

 

新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差异化认证标准，

将原来统一的认证标准模式改为“1（通用标准）+3（单项标准）”模

式，其中的 3 份“单项标准”分别适用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

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三类主体。 

 

在认证标准的通过条件方面，新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就部分标准项

目的达标情况增加了限制性规定，并且不再接受企业就某些未完全达标

项目在规定期限内规范改进进而认可达标的处理，因此在总体上提高了

通过认证的难度。 

 

在标准设置方面，新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保留了内部控制、财务状

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的四类基础标准设置，删除了原版中的附加标

准，其中： 

 

1) 内部控制——新增部分标准，强化内审与信息化系统的重要性，例

如: 

 认证企业需对持续符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每年实施内部审计； 

 一般认证企业需具有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信息化系统，建立信息

系统的数据管理制度，数据存储 3 年以上。 

 

2) 财务状况——将原先的 3 项财务相关能力指标合并成综合财务状况指

标，具体使用 5 项指标进行考核，在指标的选择上亦更贴近国际和中国

会计准则。据了解，在具体评价时，将根据指标体现的会计信息以及贡

献度和相对重要程度，将 5 项指标按照以下顺序排列：资产负债率、营

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流动负债率，从而反映企业

在偿付、盈利、缴税能力的整体情况，同时资产负债率具有“一票否

决”作用，根据各分值权重计算累加所得作为企业的该项指标得分。原

来实务操作中通过向海关缴纳保证金或提供保函以弥补财务指标不达标

的做法将不再被接受。 

 

另外，对企业申请一般认证新增了提交审计报告的要求。 

 

3) 守法规范——部分主要修改包括： 

 对于高级认证企业，将上年度及本年度至申请认证上月滞纳税款的报

关单率上限从 5%下调至 3%，因此在标准设定上更为严格； 

 结合《信用办法》关于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的规定，增加认证企业

“1 年内被海关列入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次数不超过 1 次，且不超

过 30 日”的要求； 

 根据实施联合惩戒的相关规定，将高级认证企业的外部信用标准修改

为“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 2 年内均未被列入国家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注：一般认证企业则为 1 年内）； 

 针对进出口收发货人认证企业，新增加工贸易守法规范标准。 

 

4) 贸易安全——增加实行员工档案管理等内容。 

 

5) 附加标准——新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不再保留附加标准，这意味

着原先符合附加标准（例如设立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将不再

获得加分，这些企业成功申请认证的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加。 

 



建议 

 

在新标准颁布后，如何成为认证企业以及认证企业如何保持现有信用等

级，是企业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对于此类希望申请成为认证企业

以及保持现有认证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根据更新后的认证标准及时进行

自我评估，并采取必要的整改或风险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且不限

于： 

 

 完善企业内审制度，应至少每年进行进出口业务的风险自查，以确保

持续符合海关认证标准； 

 构建并完善信息系统和相应模块，实现全面一体化信息管理，优化企

业系统化管理和决策，可以考虑在信息系统中增加复核、纠错功能或

模块，从根源上防控违规申报风险； 

 在货物进口前充分利用预裁定制度提高进口货物归类、审价和原产地

申报确定性，并通过货物进口后的内审和复核程序及时甄别风险，对

于已识别的违规事项可以考虑通过主动披露程序避免或降低违规风

险；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提交信用信息年度报告，避免被海关列入信用信息

异常企业名录而因此对认证产生不利影响； 

 在海关联合各政府部门对守信联合激励，对失信联合惩戒的背景下，

应加强企业在其他领域的合规情况监督，提高对相关人员的信用管理

力度，避免其他领域或相关人员的违规行为导致的企业信用等级下

调； 

 关注新版标准增加的检验检疫合规管理要求，避免因检验检疫的违规

事项导致认证失败； 

 加工贸易企业应重点关注新版标准中所涉及的相关具体要求，可以考

虑通过信息系统手段优化保税货物管理，确保核销数据真实、准确，

必要时可以向海关申请工单式核销试点。 

 

综上，在我国全面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海关对企业管理强调“守法便

利，失信惩戒”，规范企业信用认定程序，认证企业在充分享受便利的

同时，更应加强内部控制和自身监管，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实现进

出口业务合规管理，充分利用预裁定制度以及年度内部审计发现问题主

动披露，多角度全面提升守信守法水平，持续保持并提升海关信用管理

等级，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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