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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澄清几个概念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优惠贸易协

定（PTA）、区域贸易安排（RTA）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我国各优惠贸易协定一览 

 

 

区域贸 

易安排 

已签署 在谈 

 

正在研究的 

 

亚洲 

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港澳CEPA 
台湾ECFA 
亚太贸易协定 
对台湾农产品零关税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日韩自贸区 
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 
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降税 
中国-马尔代夫 
中国-格鲁吉亚 

中国-印度 
 
中国-尼泊尔 

美洲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
定 

 
 

中国-哥伦比亚 
中国-加拿大 

大洋洲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协定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中国-斐济 

欧洲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中国-挪威自贸协定 
 

 
中国-摩尔多瓦 
 

非洲 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二）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简称FTA） 
        是区域贸易安排的一种类型，指两个或
更多的经济体之间签署协定，在WTO最惠
国待遇基础上进一步消除货物贸易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贸易、投资的市
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
融合。 



自由贸区（FTA）主要内容 

自由贸 
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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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自由贸易园区？ 
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单方
自主在特定区域实施优
惠政策，包括更加宽松
的市场管制政策，更加
便利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自由贸易区（FTA）和自由贸易园区（FTZ）的区别 



区别及共性 FTA FTZ 

区别 

设立主体 多个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 单个主权国家（或地区） 

区域范围 两个或多个关税区 一个关税区内的小范围区域 

法律依据 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 国内立法 

核心政策 
贸易区内成员之间贸易开放、取
消关税壁垒，同时又保留各自独
立的对外贸易政策 

海关保税、免税政策为主，辅以所
得税税费的优惠等投资政策 

本质特征 成员间相互给惠 单方给惠 

共性 

        两者都是为了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促进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扩大对外
开放而设立的，其给惠政策都必须高于其在世贸组织中的承诺，也即WTO+。 
       在我国，签署FTA往往会引入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如负面清单等），FTZ一
定意义上可以担当“先行先试、科学求证”的试验田和压力测试平台。 

 

FTA与FTZ的区别与联系 



二、我国优惠贸易协定及实施概
况 
 
 
（一）我国各优惠贸易协定一览 

（二）我国优惠贸易协定实施情况 



享受优惠税率的国家或地区 

享受协定税率的24个国家或地区： 

东盟：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
、菲律宾、新加坡 

亚太贸易协定：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老挝 

中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中国-智利：智利 

中国-新加坡：新加坡 

中国-新西兰：新西兰 

中国-秘鲁：秘鲁 

中国-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 

中国-瑞士：瑞士 

中国-冰岛：冰岛 

中国-韩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港澳CEPA：香港、澳门 

ECFA：台湾 

 

 



享受特惠税率的国家 

• 40个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待遇： 

   孟加拉、老挝、埃塞俄比亚、多哥、乌干达、马

里、苏丹、赞比亚、尼日尔、索马里、坦桑尼亚
、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莫桑比克、贝宁、民主刚果、厄立特里亚、
也门共和国、尼泊尔、阿富汗、萨摩亚、缅甸、
柬埔寨、布隆迪、吉布提、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科摩罗、利比里亚、马拉维、卢旺达、莱索托
、乍得、中非、东帝汶、瓦努阿图、赤道几内亚
、安哥拉 

 



（二）我国优惠贸易协定实施情况 



2016年全国优惠贸易协议项下进口受惠情况 
 
 

报关单：84.96万 票          23%  

受惠货值：  5702亿元      22.9% 

税款优惠：491亿元          15.1% 



2016年杭州关区优惠贸易协议项下进口受惠
情况 

进口货值215亿元，增长41.9%， 

 

报关单8044票，增长18.9%， 

 

税款优惠金额13.86亿元人民币，增长17.3%。 

 

以报关单票数统计，进口前3位分别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海
峡西岸经济合作框架（ECFA）、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2016年这浙江省优惠贸易项下出
口签证受惠情况 
以浙江检验检疫局（不含宁波）的数据为例： 

签订原产地证书41万份，金额131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84%和52%， 

出口货物可在进口国享受税收减免约10.48亿美元 

签证金额列前3位的分别为中国-东盟、中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关税税率 

• 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与特惠税率 
丁苯橡胶（4002.1110） 

最惠国税率7.5% 中国-东盟0 中韩6%  特惠税率0 

葡萄酒（2204.2100） 

最惠国14% 中国-智利0 澳大利亚5.6% 

 如何查询税率信息 

《进出口税则》 

商务部网站“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三、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 

（一）原产地规则的基本概念 

主要规则：完全获得、实质性加工 

       实质性加工：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份标准、

制造加工工序标准 

辅助规则：累积规则、直接运输、微小含量
、微小加工 



原产地标准 

• 完全获得 

    完全在一个国家（地
区）生产制造的货物 



原产地标准 

• 非完全获得（实质性
加工标准） 

    两个以上国家（地区） 

 参与生产的货物 

 

  -税则归类改变标准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加工工序标准 

  -混合标准 

  -其他标准 



 
加工工序标准 

• 是指赋予加工后所得货物基本特征的主要工序。 

 

 

 

 

△ 



辅助规则 

• 累积规则(Accumulat
ion) 

     来自 一方 领土 的原产材料在另一
方 领土 内用于货物的生产 时， 
应视为原产于后一方 领土 内。 

• 微小加工 
    对货物进行的微小加工不赋予货物

原产资格。 

    例如：包装、通风、分级、切割、
装罐等. 

• 微小含量 
     当非原产材料不满足CTC，且其价

格占货物FOB的一定百分比时，
不影响货物原产地。 



累   积 

• 完全累积：不仅原材料，制造加工或增值

都可以合并计算，是最宽松的累积规则。 

• 双边累积：仅原产材料才允许累积，我国

自贸协定采用双边累积。 

• 对角累积：多个签有自贸协议成员在同一

累积区域，原产材料允许累积 



直接运输 

• 直接运至中国境内 
 

• 途中经过第三方 （未加工证明）    
1．未做除装卸、物流分拆或者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必

需的其它处理； 

2．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临时储存的，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
停留时间未超过相应优惠贸易协定规定的期限； 

3. 处于第三方海关的监管之下。 



对原产地政策认识的几个误区 

• 原产地证书与关税减免 

• 含进口成分的产品就不能申请原产地证书 

• 从国内采购的原材料就是国产原料 



如何申领原产地证书 

1、我国的原产地管理 

     海关、商检、贸促会的职责分工 

2、原产地证书的法定格式 

3、原产地声明 

4、原产地证书的电子数据互换 

 



 



 



原产地声明 

 



 



补充申报（原产地声明） 

• 原产地申报为澳大利亚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在申报进口时未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的，应当
在征税前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澳大利亚原产资格向海关
进行补充申报（格式见附件3）。 

•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申明适
用《中澳自贸协定》协定税率，也未按照第本条规定就该
进口货物具备澳大利亚原产资格进行补充申报的，其申报
进口的货物不适用协定税率。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货物
征税后向海关申请适用《中澳自贸协定》协定税率的，已
征税款不予调整。 



原产地证书电子数据联网 

• 联网 

 

• 非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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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模式分为： 

在线查询模式 

 

电子联网模式 

• 电子联网模式可有效防范原产地瞒骗风险，显著提
高通关效率，大幅降低关员负担。 

• 及时、准确评估自贸区项下本国原产货物出口享受
优惠情况，促进本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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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业贸易署 

电子口岸 海关总署 

货物申报地海关 

专线 

原产地证书电子底帐 

原产地电子底帐反馈信息 

货物结关已核注原产地证书反馈信息 

澳门经济局 

CEPA原产地证书 

联网核查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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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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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地海关 
原产地证书  

备案证书格式及签章 

书面原产地证书 
核对 

第三副本寄
回 

原发证机构 

进口商 

深圳、福州、
拱北原产办 

非电子联网模式流程图 



三、优惠贸易协定下的货物通关 

（一）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的申报 

（二）区域、场所货物的申报 

（三）经核准的出口商原产地声明制度 

（四）直接运输的认定 

（五）在途货物 

（六）第三方发票 

（七）原产地核查 

（八）通关受阻的救济措施 



四、充分利用自贸区政策的建议 

• 充分了解原产地规则 

    

• 充分了解货物通关要求 

 

• 加强对自贸区贸易政策的研究 

    贸易创造与贸易偏转 

   


