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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进口免税扩围 助力疫情防控 

 

 

 

为了积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海关总署及各地海关从今

年一月以来下发一系列紧急公告，实施紧急便利措施，全力保障用于疫

情防控的进口捐赠物资快速通关。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于 2 月 1 日发布 6 号公告，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对捐赠用于此次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实行更为优惠的进口税收政

策。 

 

根据现行的《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境外捐赠人无偿

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可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其中，进口捐赠物资、捐赠人及进口捐赠渠道、受赠人等须符

合有关条件才能适用上述办法下的进口免税政策。此次发布的 6 号公告

拓宽了上述免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并明确免征税种包括关税、增值税及

消费税。 

 

新政概要 

 

扩大进口物资范围 

 

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在适用免税政策的进口捐赠物资范围中增加试剂，

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防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 

 

扩大捐赠人及渠道范围 

 

原有免税政策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外的主体实施慈善捐赠的情

形；6 号公告增加了两类情形：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并

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并且，相应的捐赠物资应直接用于

防控疫情。 

 

扩大受赠人范围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30.htm


 

在原有政策下，可适用免税政策的受赠人包括国务院相关部门、省级人

民政府、指定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以及符合民政部门相关条件的社团或

基金会。6 号公告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省级民政部门将指

定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 

 

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作为受赠人接收。 

 

另外，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物资免征关

税，省级财政厅（局）会同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确定进口单位名单、

进口物资清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 

 

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 

 

可享受免税的进口捐赠物资，已征税进口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

还，有关进口单位应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其

中： 

 尚未将进口增值税申报进项税额抵扣的，可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有

关证明，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已将进口增值税申报进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

口关税、消费税。 

 

登记放行的便利通关措施 

 

6 号公告项下免税进口捐赠物资，可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

续。 

 

原产美国物资不加征关税 

 

针对符合 6 号公告规定的进口且原产于美国的物资，不实施对美加征关

税措施，即恢复中国对美 232 措施所中止的关税减让义务、不加征中国

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税款予以退还。 

 

建议 

 

此次疫情的发展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纷纷从海外购

入相关物资用于支援国内的疫情防控工作，缓解有关防护用品紧缺的局

面。相关主体在积极组织进口物资的采购捐赠工作的同时，也应对其中

所涉及的进口通关和税收事宜的影响有所了解，从而确保相关物资能够

合规、迅捷、有效地抵达所需之处而发挥功用。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有

意从海外购入疫情防护物资并用于捐赠的单位和个人考虑以下行动： 

 

 选择合适的进口方式：除了根据 6 号公告按“进出口捐赠物资”方式

报关进口以外，实践中捐赠人还可能存在以其他方式进口捐赠物资的

情形，例如： 

 

- 以“一般贸易”货物方式进口，主要适用于国内进口人自境外付汇

采购物资的情形，一般需缴纳进口环节税收，并需要提交相关许可证

件。 

 

- 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方式进口，该方式主要针对个人消费者，进口

税收负担较“一般贸易”更轻，监管模式也更为宽松，但该项政策的

适用对于进口商品和金额均有一定限制。 



 

- 以个人邮递物品或旅客行李物品方式进口，一般要求相关物品系自

用且在一定合理数量以内才可能适用免税待遇。但针对此次疫情，海

关总署于近日也发出通知，对涉及疫情防护物资的予以适度从宽处理

或通关便利。 

 

相对而言，捐赠人通过上述三种情形进口的物资可不受有关受赠人或

捐赠物品范围的限制，但可能产生进口税收负担。如果进口物资数量

较大，则建议考虑按 6 号公告进行适用的可能性。 

 

 制定合适的物流方案：目前，多家物流企业开通了全国各地驰援武汉

救援物资的特别通道，优先向公益机构、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等有

组织的救援团体开放。因此，有捐赠需要的企业和个人建议事先与物

流公司进行沟通确认，保证物流方案的合适可行。尤其考虑到部分地

区的交通状况，捐赠人可以选择安排在国际运输较为通畅的地区先行

通关后，再将物资转运至相关地区的使用人。 

 

 了解实操的注意事项：对于拟根据 6 号公告免税进口相关捐赠物资直

接用于防控疫情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应与海关保持密切沟通，积极了

解物资进出口全程在实践操作中的各注意事项，以免物资通关受到迟

延等不利影响，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关注物资在出口国的关务事宜，例如某些出口国海关要求出口人必

须为海关注册实体，作为捐赠人的海外团体或机构未在当地海关注册

的，可能需要委托其他当地实体作为名义出口人； 

 

- 确保捐赠人、受赠人、捐赠物资符合公告要求，尤其某些疫情防护

用品的进口可能涉及技术规格等不同的证照要求，因此捐赠人有必要

在采购前与物资的指定使用人（如医院等）进行仔细确认；请注意不

要购买过期商品，保质期均应在 1 年以上； 

 

- 适用免税待遇的受赠人必须在海关登记注册，因此受赠人未办理海

关登记注册的，应及时在海关办理临时登记注册程序； 

 

- 捐赠人与受赠人应准确填写境外捐赠函、物资进口证明及分配使用

清单等进口文件，在填报前建议就有关信息与指定使用人先行确认； 

 

- 以登记方式先行办理验放手续后，进口方仍应及时补办相关的免税

申请和通关手续；为了方便办理，进口方需准确填写相关物资清单、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并保持电话畅通； 

 

- 对于国内主体作为捐赠人的情形，建议及时与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

沟通，了解可操作的付汇方式； 

 

- 对已经交税但符合退税条件的受赠人，应及时对申请退税的数据和

资料进行整理留档，并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办理退税申请事宜。 

 

 关注后续的政策发展：由于此次疫情尚未结束，6号公告在 3 月 31

日到期后是否会延长仍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进口疫情防护物资自用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如境外企业向

境内关联企业提供物资用于防护等），截至目前此类情形仍应按一般

规则处理。未来政府部门是否会视疫情进展对防护用品的进口政策增

加特殊规定，相关单位和个人可保持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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