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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开展进口货物的自报自缴试点工作 
 

背景 

2016 年 10 月 29 日，海关总署发布了《决定开展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

点工作的公告》，对海关原有的进口货物先审单、后放行的通关模式进

行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引导进出口企业守法自律，体现

“诚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的原则，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改革试点内容 

• 自报自缴 

企业需在货物进口时自主办理海关预录入，如实、规范地填写报关单各

项目，自行计算应缴税费并办理相关税费的缴纳手续。 

• 税收要素审核后置 

先放行后审单 

通常情况下，企业完成自报自缴后，货物即得以放行。之后，海关将对

企业申报的价格、归类、原产地等要素进行抽查审核。特殊情况下，海

关也会实施货物放行前审核。 

主动披露制度 

货物放行后，企业发现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可以主动向海关书

面报告。经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的，可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对主动

披露并补缴税款的，可减免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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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点内容 

 

毕马威观察 

自报自缴和先放行后审单的新型通关模式将为进出口企业带来一系列便

利。在该模式下，由于价格、归类、原产地等税收要素争议导致的货物

长时间滞港情形将得到减少，货物通关效率将显著提升，企业物流成本

也会因此而降低。 

税收要素审核的后置对企业的价格、归类、原产地等关税业务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流程，以适应海关这一轮改

革带来的挑战。同时，由于海关对税收要素审核的后置，企业在享受改

革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企业有必要建立定期的自查机

制，及时发现存在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做到在海关抽查发现之

前进行主动披露。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发展变化的海关监管环境，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包括： 

• 协助企业加强海关事务合规性管理，包括企业的进出口关税管理、

保税货物管理、减免税设备管理，以及进出口内部控制管理等； 

• 协助企业开展海关事务合规情况自查，及时发现违反海关监管规定

的行为，起草自查报告，陪同企业向海关作主动披露，并提出改进

建议以降低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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